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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11 月 12 日（六）上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08:00-08:30 報到 

08:30-08:40 開幕式（三樓演講廳） 

吳思華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郭承天  (台灣政治學會會長)   

湯京平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政治學系主任) 

08:40-10:10 圓桌論壇：兩岸政治對話(依性名筆畫排列) （三樓演講廳）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兼主任） 

與談人：吳釗燮（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郝雨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 

張亞中（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10:10-10:20 茶敘/書展 

10:20-12:10 

（第一場） 

311 教室（A1） 315 教室(A2) 313 教室(B1) 314 教室(C1) 312 教室(D1) 310 教室(E1) 309 教室(E2) 308 教室(F1) 

主持：吳乃德 

（中研院社會） 

項昌權地方治理專題 

主持：余致力  

（世新行管） 

主持： Alex Tan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主持：鄭端耀  

（政大國關） 

主持：趙永茂 

（台大政治） 

主持：林正義  

（中研院歐美） 

主持：張台麟  

（政大歐洲語文學程） 

主持：郭秋永  

（中研院人社） 

1. 林建弘：探析半總統

制的制度穩定性 

李鳳玉(台大政治） 

2. 陳炳楠：海外台獨與

我國憲政轉型期之

制憲運動初探--以

1980 年代後期民間

制憲運動為例 

韋洪武(政大政治) 

3. 廖朝明：從「理蕃」、

「民族平等」到「夥

伴關係」：百年來臺

灣原住民族政策的

變遷與展望 

靳菱菱(台東大學公共

與文化事務系） 

1. 王宏文：地方財政

政策對台灣縣市

長選舉的影響 

羅清俊（北大公行） 

2. 吳若予：財政收支

劃分與地方產業發

展—歷史與政治經

濟學的分析觀點 

蕭宏金（義孚公管） 

3. 湯京平、陳冠吾：

政黨競爭下的地方

派系─以嘉義縣

「終結派系」為例 

吳親恩（中研院政治） 

1. 寇健文、高頡：新

型態威權主義：概

念與政權演變的再

檢驗 

徐斯勤（台大政治） 

2. 黃建銘：中國大陸

省級行政區劃之變

遷與展望 

王嘉州（義孚公管） 

3. 王瑞婷：肝膽相照

或制度性花瓶？從

民主黨派職務流動

分析中共對黨外菁

英的吸納與歧視機

制  

黃信豪（台師大公活） 

4. 唐文方：Civic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郭承天（政大政治） 

1. 趙文志：兩岸政治和

解與合作機制的結

與解：從現實主義到

建構主義「康德文

化」的思考出發 

莫大華（國防政治） 

2. 劉昆鑫：建構兩岸南

海合作之途徑：現況

與前瞻 

黃奎博（政大外交） 

3. 陳昌宏：從「辜汪會

談」到「江陳會談」：

兩岸交流協商過程

與影響 

陳一新（淡江美研） 

1. 王宏忠：族群因素與

施政表現對地方首

長支持度之影響研

究：以卡崔娜颶風前

後之紐奧良市為例  

陳光輝（中正政治） 

2. 洪菁珮：人口結構轉

變下的地方財政 

郭乃菱（政大公行） 

3. 林忠山、翟子睿：北

台灣雙子城捷運設

施的跨域治理研

究：政策工具選擇的

途徑 

魯俊孟（東海行管） 

4. 藍於琛、潘蓉慧：母

語恢復與多元文化

認同：整併前高雄市

客語生活學校政策

執行與成效初探 

李翠萍（中正政治） 

1. 傅恆德、林文謙：失

敗國家與國際衝突

信心建構措施：朝鮮

半島危機之研究 

黃介正（淡江戰略） 

2. 芮宗泰、劉泰廷：平

壤眼中的核子野

心：以「自動化內容

分析」解讀 2010 年

朝鮮中央通信社新

聞報導 

陳世民（台大政治） 

3. 賴名倫：「改革開放

在越南」－後共國家

轉型理論的再思考 

楊昊（政大國關） 

1. 張人傑：北非政治

風潮與歐盟對外關

係－歐盟睦鄰政策

的意義與影響之探

討  

藍玉春（中正政治） 

2. 連弘宜、蘇文巧：

俄羅斯對歐盟東擴

至巴爾幹地區之認

知與因應  

王定士（政大俄研） 

3. 葉陽明：柏林共和

時期德國安全政策

之初探 

郭秋慶（淡江歐洲） 

 

1. 胥  博：盧梭民主理

論再思考 

 胡全威（中研院人社） 

2. 許巧靜：探尋民族：

塔蜜兒自由民族主

義的一道難題 

 李國維（成大政治） 

3. 孔令信：但開風氣，

不為人師—胡適、陶

行知對兩岸政治與

教育的影響  

葉浩（政大政治） 

12:30-13:40 

午餐＆休息 

地點：309 教室 地點：315 教室 

台政會會務與頒獎 新進教師生存營（吳重禮） 

A：台灣政治組，B：中國大陸政治組，C：兩岸關係組，D：公共行政組，E：國際關係組，F：政治思想組。2011.11.17 公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AB%8B%E5%8F%B0%E7%81%A3%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6%8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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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11 月 12 日（六）下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13:40-15:30 

（第二場） 

311 教室(A3) 312 教室(B2) 313 教室(C2) 314 教室(C3) 315 教室(C4) 310 教室(E3) 309 教室(F2) 308 教室(D2) 

主持：黃紀 

（政大政治） 

主持：寇健文 

（政大政治） 

主持：黃默  

（東吳政治） 

主持：徐火炎 

（中研院政治） 

百年之悟與兩岸關係— 

兩岸和平協議的探索 

主持：張亞中  

（台大政治） 

主持：陳金貴  

（北大公行） 

主持：鄭曉時  

（中研院人社） 

主持：黃錦堂  

（台大政治） 

1. 林瓊珠、莊文忠、鄭

夙芬：女性國會議員

之保障制度及其效

果的跨國比較分析 

楊婉瑩（政大政治） 

2. 林柏翰：試析我國健

康保險法之改革與

未來修法方向 

陳敦源（政大公行） 

3. 羅彥傑、蔡韻竹、葉

長城：台灣通訊傳播

監理匯流的制度分

析：以「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為個案的

探討 

胡至沛（中華行管） 

1. 蔡佳泓：中國媒體

報導的自由化初

探：以廣東省為例 

朱立（政大新聞） 

2. 王占璽：田野調查

與社會網絡分析的

整合應用：以中國

愛滋 NGO 的組織

間關係研究為例 

廖俊松（暨南公行） 

3. 湯紹成：大陸家庭

教會的發展～一個

政治社會學分析研

究 

趙星光（東海宗教） 

 

1. 周志杰：人權在地化

磨合與和諧社會構

建：兩岸人權對話之

分析評估 

陳俊宏（東吳政治） 

2. 杜聖聰：閩台電視節

目交流與變遷：一種

媒介地理學的觀點 

劉嘉薇（北大公行） 

3. 陶逸駿：產權、派系

與威權體制：台灣經

驗與中國大陸政治

發展前景 

謝政道(屏科大通識) 

 

1. 施正鋒：蔡英文的

中國政策 

徐火炎（中研院政治） 

2. 張弘遠、林雅鈴：

貿易政治與兩岸關

係：大陸對台農業

採購對兩岸關係之

影響 

陳尚志（中正政治） 

3. 張之豪： What's 

Wrong with ECFA? 

Democratic Process 

and Free Trade 

Reconsidered  
趙文志（中正戰國） 

發表人： 

1. 張亞中：兩岸和平協

議之探索 

2. 邵宗海：中國大陸方

面探討有關中華民

國定位問題之初探 

3. 楊開煌：兩岸和平發

展時期的啟動政治

接觸之設想 

總評論人： 

黃光國（台大心理） 

謝大寧（佛光文學） 

1. 謝明勳：中國對東北

亞能源安全合作之

發展與挑戰－從新

地緣戰略觀點分析 

魏百谷（政大俄研） 

2. 胡聲平：冷戰後中非

與中拉軍事與安全

關係的比較 

余小云（文化行管） 

3. 施奕任：國際氣候談

判與中國應對氣候

變化的決策整合 

徐千偉 (中正政治) 

1. 葉紘麟、周德望：

荻生徂徠「辯道」

一文中的倫理批判

研究  

郭應哲（東海政治） 

2. 袁翊軒：宋徽宗《御

解道德真經》中的

政治思想--靜聖而

動王之帝王書 

張其賢（政大政治） 

3. 張其賢：重思兩岸

政治關係：一個傳

統中國政治思想的

視野  

梁裕康（文化政治） 

1. 黃靖麟：公民意識下

的行政中立典範與

文官的社會責任 

劉坤億（北大公行） 

2. 蔡秀涓：中央或地方

的公共服務倫理政

策較有成效？政風

人員觀點 

呂育誠（北大公行） 

3. 黃鉦堤、張麗：從羅

蘭巴特的符號批判

解讀「新公共服務

論」的意義 

黃朝盟（北大公行） 

15:30-15:50 茶敘/書展 

15:50-17:40 

（第三場） 

311 教室(A4) 312 教室(B3) 314 教室(E4) 315 教室(D3) 308 教室(D4) 309 教室(E5) 310 教室(E6) 

主持：孫煒 

（中央法律與政府） 

主持：王振寰 

（政大國發） 

主持：林文程 

（中山中國與亞太） 

項昌權地方治理專題 

主持：蘇彩足  

（台大政治） 

主持：施能傑 

（政大公行） 

主持：楊開煌  
（銘傳公事） 

主持：鄧中堅 

（政大外交） 

1. 鄭雅云、汪志忠：總統

大選對股票市場之動態

衝擊分析：美國與台灣

之比較  

葉嘉楠（中華行管） 

2. 盧俊偉：自由化後的發

展型國家轉變─以台灣

的產業租稅獎勵政策定

位為例  

鄭又平（北大公行） 

3. 蘇聖雄：蔣中正與二二

八事件以派兵問題

為核心的討論 

張執中（開南公管） 

1. 黃德北：國家與勞動關

係有關嗎？：後改革時

期中國大陸勞工政治研

究  

朱柔若（中正勞工） 

2. 臧雷振：中共政府機構

改革的內在邏輯及論域

轉向--基於中共建政以

來歷次黨代表會報告研

究 

周嘉辰（政大國關） 

3. 蘇軍瑋：民主指標在中

國的適用性  

徐斯儉（中研院政治） 

1. 吳鯤魯：主權財富基金

的社會責任實踐：挪威

與馬來西亞  

宋鎮照（成大政治） 

2. 黃宗昊：次貸危機與美

國金融改革的政治分析  

邱師儀（東海政治） 

3. 張雅君：中歐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的大國平衡意

涵與實踐制約 

郝培芝（北大公行） 

1. 王光旭：台灣醫療體系

之治理：全民健保財務

永續經營的政策網絡分

析 

蕭乃沂（政大公行） 

2. 林瑞發：公民社會非營

利組織社會事業服務經

管模式分析―以社區關

懷據點評鑑為例  

呂建德（中正社福） 

3. 李宗勳：以社會經濟脆

弱性因子調查社區災害

的回復力之問卷建構 

張中勇（佛光公事） 

1. 彭錦鵬、江瑞祥、陳秋

政、李俊達：檢察事務

官人力運用制度之研

究 

王金壽（成大政治） 

2. 曾慧珍、劉仲矩：公部

門改制行政法人過程

議題管理之研究 

蘇偉業（政大公行） 

3. 仉桂美：網絡治理下都

會區之區域競爭與跨

域治理 

翁興利（北大公行） 

 

1. 林炫向：中國上古時期

的國家形成與國際關係

歷史社會學：重探

Michael Mann 的 IEMP

模式的潛力  

高少凡（東海政治） 

2. 楊仕樂：Empirical 

Assessments of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he 

Case Study of Opium 

War 

陳牧民（中興國政） 

3. 包淳亮：等級制或霸權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的有限選擇？  

蔡明彥（中興國政） 

 

1. 蒙志成：東亞匯率穩定

模式：區域貨幣體制缺

位下的經貿合作關係  

童振源（政大國發） 

2. 吳胤瓛：全球能源戰略

如何操縱？大宗商品與

金融衍生資產體系中

「定價權」之政經意涵  

連弘宜（政大外交） 

 

 

 A：台灣政治組，B：中國大陸政治組，C：兩岸關係組，D：公共行政組，E：國際關係組，F：政治思想組。2011.11.17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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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台灣政治組，B：中國大陸政治組，C：兩岸關係組，D：公共行政組，E：國際關係組，F：政治思想組。2011.11.17 公告 

 

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11 月 13 日（日）上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08:00-08:30 報到 

08:30-10:20 

（第四場） 

311 教室(A5) 312 教室(B4) 313 教室(C5) 314 教室(C6) 315 教室(D5) 310 教室(D6) 309 教室(E7) 308 教室(E8) 

主持： 洪永泰  

（台大政治） 

主持：陳德昇 

（政大國關） 

主持：吳重禮 

（中研院政治） 

主持：袁易 

（政大國關） 

項昌權地方治理專題 

主持：丘昌泰 

（北大公行） 

主持：徐仁輝 

（世新行管） 

主持：傅恆德 

（東海政治） 

主持：高永光  

（政大國發） 

1. 劉嘉薇：媒介使用

與政治態度無反

應：以施政滿意度

為例  

林聰吉（淡江公行） 

2. 俞振華、蔡佳泓：

評估「電子投票」

對投票行為所可能

帶來的影響  

劉正山（中山政治） 

3. 謝雲嬌、余家哲：

中立不中立、選人

卻選黨？初探獨立

選民的自我表態  

蕭怡靖（淡江公行） 

1. 許源派、林信成：歷

史變遷下、中國大陸

石油戰略的發展現

況與轉變 

劉致賢（政大國關） 

2. 楊穎超、黃詩茵：論

中共政權與私營中

小企業主的關係

(1979-2011)  

王綺年（文化政治） 

3. 陳若蘭：國家與市場

競爭的動態分析：以

中國的政治經濟循

環為例  

張弘遠（致理國貿） 

1. 王嘉州：來臺陸生統

獨立場的持續與變

遷 

蔡佳泓（政大選研） 

2. 陳明通：為什麼大多

數臺灣民眾感受不

到北京政府的善

意？～一項敵意來

源的分析 

吳重禮（中研院政治） 

3. 游清鑫、陳信安：統

獨的第三條路-初探

統獨立場中「維持現

狀」的台灣民眾 

廖益興（中華行管） 

1. 陳重成：對話與轉

變：對「一個中國原

則」的超越  

吳得源（政大國關） 

2. 高德源：兩岸關係的

發展：式微中的美國

因素（2000~2010） 

黃偉峰（中研院歐美） 

3. DENNIS V. HICKEY：

Wake up to Reality:  
the ROC, the PRC 
and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袁易（政大國關） 

1. 許增如：當公共政策

走入司法場域：以中

科三期開發案為例 

吳明孝（義孚通識） 

2. 林皆興、張羽彤：高

雄產業發展模式之研

究 

汪明生（中山公事） 

3. 江俊宜：碧潭風景區

再造地景的都市政經

與都市文化分析 

劉華宗（南華公行） 

4. 黃國敏：地方政府施

政滿意度之探討: 新

竹縣政府一百年個案

研究 

王中天（銘傳公事） 

1. 戴政龍：電子化政府

對提升治理效能之

影響：新公共服務觀

點 

蔡允棟（中正政治） 

2. 余一鳴：道德決策模

式的比較分析 

王光旭（台南大行管） 

3. 劉宜君：國民年金政

策之評估－民眾觀

點的分析 

劉梅君（政大勞工） 

1. 石原忠浩：日本的中

東外交:從建構和平

觀點談起  

吳明上（義孚大傳） 

2. 唐欣偉：以權力移轉

論解釋中日間的戰

爭與和平—以萬曆

年間的朝鮮之役為

例   

郭育仁（中山中國與亞

太） 

3. 呂宗翰：全球化下國

際話語權力的爭

奪：從日中媒體分析

2010 中日釣魚台事

件  

張登及（台大政治） 

1. 莫大華：國際關係後

現代建構主義的流

行文化文本分析研

究方法-電影文本的

解構 

黃清賢(成大政治) 

2. 郭雪真：國際關係規

範取向建構主義的

國際規範觀-聯合國

「主權保護責任」的

社會建構 

陳至潔（政大國關） 

3. 林姮妤：國際政治理

論史的方法論脈絡

---從卡爾到溫特的

科學化研究歷程  

許湘濤（東海政治） 

10:20-10:40 茶敘/書展 

10:40-12:30 

（第五場） 

311 教室(A6) 312 教室(B5) 313 教室(C7) 314 教室(C8) 315 教室(D7) 309 教室(E9) 308 教室(E10) 

主持：劉義周 

（政大政治） 

主持：冷則剛 

（中研院政治） 

主持：趙建民 

（政大國發） 

主持：袁鶴齡  

（中興國務） 

主持：江明修 

（政大公行） 

主持：蕭全政  

（台大政治） 

主持：蕭高彥  

（中研院人社） 

1. 王中天、陳欽春：影響

總統信任度的因素探

討：制度途徑的再深化  

張傳賢（中研院政治） 

2. 林啟耀、胡詩憶：相信

媒體還是相信政府？探

討台灣民眾媒體信任感

與政治信任感之關連  

蔣安國（佛光傳播） 

3. 羅傳賢：立法院提出憲

法修正案之議事程序 

陳銘祥（淡江公行） 

4. 王  欽：民主化過程中

新興政黨的福利政策變

遷——以民進黨為例 

李仲彬（淡江公行） 

1. 鄭有善：田野調查的規

劃與替代策略：訪談、

調查與代表性 

蔡中民（政大政治） 

2. 童涵浦：分析性田野研

究：形式理論與中國研

究的田野調查 

王信實（政大經濟） 

3. 周嘉辰：田野調查與混

合研究法的整合應用：

以中國勞動政策制訂過

程的研究為例 

冷則剛（中研院政治） 

1. 王維正：臺灣與東亞區

域化：評估 ECFA 之角色 

卓慧菀（中興國政） 

2. 童振源：ECFA 的成效與

爭議  

趙建民（政大國發） 

3. 賴英崑、曹景翔：後

ECFA 時代：兩岸招商策

略與競合 

蔡昌言（師大東亞） 

 

1. 陳興國：建立互信是兩

岸政治發展的基礎 

孫國祥（南華國大） 

2. 郭添漢、沈明室：兩岸

建立「熱線」溝通管道

的分析 

林泰和（中正戰國） 

3. 曾于蓁：中共對台經濟

手段之政治影響分析--

以 ECFA 後虱目魚契作

為例  

關弘昌（師大東亞） 

 

1. 林忠山、林治華：我國

再生能源政策的賽局窘

境及市場策略之研究  

林子倫（台大政治） 

2. 張緒中、鄧學良：台灣

電信民營化工會的觀點

與實踐  

成之約（政大勞工） 

3. 張元祥：臺北大眾捷運

系統降價政策，對運量

影響之評估分析  

黃東益（政大公行） 

1. 梁文興：對我國公眾外交

發展的建議—以美國為

主的經驗為鑑  

周世雄（中山中國與亞太） 

2. 鄭子真：政黨結構與決策

機制:分析日本政黨在決

策過程的權力轉移 

林超琦（政大政治） 

3. 前原志保：日本 311 地震

發生前後的民主黨支持

率探討  

何思慎（輔大日語） 

1. 湯智貿：大國競爭與小

國合作: 一個結構-動

態理論  

唐欣偉（佛光政治） 

2. 邵軒磊：外交模擬與戰

略三角理論－國際政

治科學實驗性之初探 

俞振華（政大選研） 

3. 張又升：歷史唯物論中

的地緣政治：現代國際

體系起源反思  

姜家雄（政大外交） 

12:30-13:40 午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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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5:50 茶敘/茶敘/書展 

15:50-17:40 
學者交流(依性名筆畫排列) （三樓演講廳） 

主持人：朱雲漢(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特聘研究員) 

與談人：包宗和（國立台灣大學副校長） 

胡偉星（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陳明通（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11 月 13 日（日）下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13:40-15:30 

（第六場） 

311 教室(A7) 313 教室(A8) 312 教室(B6) 314 教室(C9) 315 教室(D8) 309 教室(E11) 

主持：黃秀端 

（東吳政治） 

主持：王業立 

（台大政治） 

主持：楊永年 

（成大政治） 

主持：丁樹範  

（政大國關） 

主持：朱斌妤 

（政大公行） 

主持：季淳 

（政大國發） 

1. 黃世安：《立法委員選舉制度

的變革對國會立法的影響》

以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

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

立法院議事規則等國會五

法，朝野協商過程為例 

陳宏銘（中原通識） 

2. 蕭怡靖：民眾對立法委員選

舉之政黨名單的認知與影響  

鮑彤（中研院政治） 

3. 吳重禮：社會網絡與選舉參

與：2006 年北高兩市市長選

舉的實證研究  

吳齊殷（中研院社會） 

4. 包正豪、王蔚婷、黃雅倩：

性別與族群認同對女性原住

民立委代表行為的影響 

彭渰雯（中山公事） 

1. 謝相慶：2010 年我國 5 都公

職人員選舉之研析 

林瓊珠（東吳政治） 

2. 王洲明：檢視「檢警調在歷

屆選舉之查賄績效」--從

2005 至今鄉鎮級以上之各項

選舉 

楊戊龍（高雄政法） 

3. 許文英：公投制度與城市民

主治理  

陳恆鈞（北大公行） 

 

1. 吳振嘉：中國新世代的政治

態度初探—從文化價值與國

家角色轉變的角度出發  

潘兆民（東海通識） 

2. 王敬智：中國環境治理的多

元化趨勢：以北京阿蘇衛垃

圾焚燒發電廠抗爭事件為例 

戴東清（南華國大） 

3. Chi-Hsien Kuo、陳亮孙：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Green 

GDP'' in China 
李酉潭（政大國發） 

1. 伊藤幹彥：美日安保之理論

與美日中台關係  

楊鈞池（高雄政法） 

2. 丘偉國：安全研究「建橋」

計劃：探索國際關係「英國

學派」的安全觀與其方法論

多元主義 

蔡育岱（中正戰國） 

3. SHIRLEY CHI CHU：論國際

法下的人口販賣議題：從保

護婦幼的觀點為例  

李有容（開南公管） 

4. 林麗香：中國大陸軍事軟實

力之作為與影響  

陳俊明（世新行管） 

1. 賴家陽：中央政府機關人力

評鑑的問責赤字  

彭錦鵬（台大政治） 

2. 邱靖鈜、林水波：組織比較-

以調查局、政風處及廉政署

為例  

劉宜君（元智社會） 

3. 沈建中：論兩岸公務員考績

（考核）制度之研究 

謝俊義（北教大社會暨公共事

務） 

4. 林寶安、黃敬婷、徐秀琴、 吳

裕文：我國工業區土地閒置

問題與政策因應  

蔣麗君（成大政治） 

1. 張文揚：論民主和平論中的

制度因素：1970-2001 年 

張佑宗（台大政治） 

2. 藍柏青：當代北歐國際關係

理論之發展  

甘逸驊（政大國關） 

3. 張棋炘：族群衝突解決機

制：制度化的研究途徑 

沈有忠（東海政治） 

4. 孫紹正：中共軟實力戰略：

形象的建構與對台灣的意涵 

邵建民（文化美國） 

 

A：台灣政治組，B：中國大陸政治組，C：兩岸關係組，D：公共行政組，E：國際關係組，F：政治思想組。2011.11.17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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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辛亥百年與兩岸政治發展」學術研討會    11 月 11 日（五）下午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13:00-13:30 報到 

13:30-15:20 

 

311 教室(a1) 314 教室(b1) 313 教室(c1) 304 教室(f1) 

主持：盛杏湲  

（政大政治） 

主持：盧倩儀  

（政大國關） 

主持：游清鑫 

（政大選研） 

主持：孫善豪 

（政大政治） 

1. 羅雅馨：助力或阻力：選前民調對政治參與

的影響 

黃信達（東海政治） 

2. 許倍甄：資訊與內在政治效能感-地方與中央

選舉之差別 

林長志（政大選研） 

3. 蔡儀儂：防禦與認同：中國基層選舉參與城

市居民的效能感與行動  

陳永生（政大國關） 

 

1. 謝濬帆：中共政權穩定邏輯下的社會運動：

以法輪功 1999 前後行動為例 

劉性仁（文化大陸） 

2. 殷  俊：傳播模式及維穩成本——新媒體與

中國大陸之政治轉型 

洪敬富（成大政治） 

3. 吳欣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動之轉變─

以中國重慶市住房政策改革為例 

蔡文軒（政大政治） 

 

 

1. 廖育嶒：台灣大學生對承認中國大陸學歷看

法差異及因素之探討 

王宏忠（政大選研） 

2. 林宣佑：權力轉移理論與美中臺三角關係  

李俊毅（中正戰國） 

3. 林政孙：媒體在經濟投票中扮演的角色－以

2008 總統大選為例 

鄧志松（台大國發） 

1. 張裕斌：Bernard Williams’s Political Realism: A 

Defence 
陸品妃（台北醫大通識） 

2. 陳浤鎰：自由民主社會的正義—論海耶克的社

會正義觀  

魏中平（南華公行） 

3. 陳姿妏：臺灣 1950 年代白色恐怖中轉型正義

的反思  

孫善豪（政大政治） 

15:20-15:40 茶敘 

15:40-17:30 

 

311 教室(a2) 314 教室(d1) 310 教室(d2) 313 教室(e1) 304 教室(f2) 

主持：林皆興 

（義孚公行） 

主持：郭昱瑩 

（世新行管） 
主持：顏良恭 

（政大公行） 

主持：吳德美 

（政大國發） 

主持：林俊宏  

（台大政治） 

1. 黃俊翰：解釋 2008 年總統選舉中

台灣選民的公投參與行為 

莊文忠（世新行管） 

2. 洪鈺惠：台灣民眾後物質主義與政

治參與之研究 

劉祥得（銘傳公事） 

3. 王宏恩：支出上限，公平競選—以

2009 年縣市長與 2010 年五都選舉

為例 

王宏文（台大政治） 

 

1. 邱兆台：以社會資本的觀點析探非

營利組織資源建構與連結－以台

中市的非營利組織為例 

陳秋政（東海行管） 

2. 林宏穎：公民參與的新趨勢 

陳欽春（銘傳公事） 

1. 魏伯帆： 花蓮縣民宿管理之政策

工具分析--以治理觀點論之 

黃婉玲（淡江公行） 

2. 黃柏翔：初探我國於天然災害下的

安全化政策 

陳勁甫（元智社會） 

1. 林伯雍：徘徊在進退之間的安全議

題－中國新安全觀 

張雅君（政大國關） 

2. 王子安：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的人道

干預觀 

陳亮智（中正戰國） 

3. 劉昶佑：現代性脈絡下的政治文明

─「中國模式」之意涵與討論  

石佳音（文化政治） 

 

1. 楊麗菁：仁政不必從仁心出-荀子國

家治亂的思考  

葉仁昌（北大公行） 

2. 謝瑞齡：《獨立評論》的民主與獨裁

的論戰  

許文柏（南華公行） 

3. 廖斌洲：約翰彌爾論人類進步與民

主政治 

 莊國銘（暨南公行） 

 
 

17:30 博士候選人戰鬥營（陳敦源） 

 
a：台灣政治組，b：中國大陸政治組，c：兩岸關係組，d：公共行政組，e：國際關係組，f：政治思想組。2011.11.17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