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民主與治理的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暫定議程
截止 2015 年 9 月 15 日下午 18 時 00 分
第一天議程 2015 年 11 月 14 日
0830-0850 報到
0850-1030 1-1 政治性的概念
第一場次

主持人：蕭高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1. 曾國祥（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法治與政治：歐
克秀（Michael Oakeshott）論公民性
評論人：蕭高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道德
2. 劉家昊（英國卡地夫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
衝突、政治圈案例與共善：論格林的政治概念
評論人：陳閔翔（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因果性與政治性：
3. 柯汎禧（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論《利維坦》中的政治性概念
評論人：閻亢宗（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
授）
1-2 社會正義與人權
主持人：楊婉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跨性別「自由換
1. 周德榮（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學中心助理教授）
證」公共論述的機遇與挑戰
評論人：楊婉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蔡英文、社會
2. 魏玫娟（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民主黨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深化—一個關於性別、社會正義與民主
的討論
評論人：待定
、張一彬（東吳大學政治學
3. 吳俊德（美國北德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系兼任助理教授）
：誰去抗議？台灣民眾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其參與
抗議活動之影響
評論人：包正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國家大規模興訟與政策
4. 傅鈺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爭議：以全國關廠工人與華光社區案為例
評論人：吳俊德（美國北德州大學政治學博士）
1-3 政治態度的測量
主持人：蔡佳泓（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陳陸輝（國立政治大學選
1. 陳映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舉研究中心研究員）：效能與參與：一個因果模型的分析
評論人：林瓊珠（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大
2. 黃信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
眾民主認知的類型：世界價值調查的經驗分析
評論人：蔡佳泓（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莊文忠（世新大學行
3. 林美榕（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
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問卷調查題型設計的效應檢證—以
「政治知識」測量的隨機實驗為例
評論人：王宏忠（台灣民主基金會研究員）
：總統滿意度之變
4. 周應龍（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化與影響因素
評論人：鮑彤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1-4 族群與統獨議題
主持人：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 陳明通（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楊喜慧（國
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去族群動員與中國因素的交
鋒：2014 年臺北市長選舉柯陣營競選策略的分析
評論人：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劉羿朋（國立中山
2. 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交流化「獨」或煙火效應？赴陸臺生
統獨態度之持續與變遷
評論人：待定
1-5 兩岸關係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陳明通（國立臺
1. 溫賈舒（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Prospects for Cross-Strait
Political Negotiations: A Pre –Negotiation Approach
評論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2. 紀博棟（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ECFA 前
後臺灣重要經濟數據變化之研究
評論人：待定
：中國「福
3. 邱垂正（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建自貿區」對台戰略與政策推動之研析
評論人：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4. 武井槙人（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heuristic Theory
評論人：陳希宜（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6 中國大陸外交政策（I）
主持人：徐斯勤（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迎向
1. 馬祥祐（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自由貿易新旅程：中國世界一體化戰略研究
評論人：蔡中民（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林政緯（國
2. 陳慧菁（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新「大國外交」
戰略具體建構與影響
評論人：陳亮智（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3. 張廖年仲（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Explaining
China’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A Level of Analysis Approach
評論人：徐斯勤（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1-7 地方政府與政策
主持人：李金振（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講座教授）
：土地徵收政策的公共
1. 魯炳炎（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利益與政策價值之衝突: 從苗栗大埔徵地案談起
評論人：李金振（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講座教授）
、孫寧（國立臺灣大學地
2. 王宏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理學系大學生）：嘉義縣如何分配社區營造財務資源
評論人：待定
、許世榕（國立臺灣
3. 尤正才（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從發展地方僑務之觀點談
「金門學」

評論人：盧政鋒（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臺南市流浪犬絕育
4. 薛存鎰（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政策執行成效影響因素之研究
評論人：陳思先（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1-8 政治管理與課責
主持人： 徐仁輝（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張綾倩（義守
1. 張寧（義守大學觀光學系暨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引進外籍勞工之認知衝突分析
評論人：許雲翔（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助理教授）
、吳秀光（中華跨
2. 廖洲棚（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域管理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兼
任教授）、鄭錫鍇（聖約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副教授）、蔡馨芳
（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顧客導向的地方文化館整合
行銷策略與方法：以基隆市為例
評論人：陳建民（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兼社會
科學院院長）
、任超然（上海華
3. 傅凱若（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講師）
、耿曙（上海財
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誰能落實財政問責？—探討
內部問責 vs. 外部問責的影響性
評論人：徐仁輝（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1030-1040 移動至開幕典禮地點
1040-1050 開幕式
開幕式

吳重禮（台灣政治學會理事長）
黃 奇（國立金門大學校長）
馬祥祐（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學系主任）

1050-1130 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

主持人：吳重禮（台灣政治學會理事長）
講 者：蕭高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講 題：待定

1130-1230 國際政治學頂級期刊投稿經驗分享座談會
分享座談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與談人：陳永福（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1230-1320 午餐
金門論壇：廈金合作的願景與展望
與談人：待定
2015 年度台灣政治學會會員大會
1320-1500 金門論壇：離島建設條例修正探索
金門論壇

與談人：徐仁輝（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江大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特聘教授
兼教務長）

1320-1500 2-1 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對話
第二場次

主持人：蔡英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1. 沈明璁（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想像力與理性
的共存與競爭？論 Stuart Hampshire 的政治性概念
評論人：魏玫娟（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2. 李煒（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馬基維利論政治的特殊
性：可行性與判斷
評論人：胡全威（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政治的意義：鄂蘭
3. 劉文偉（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的詮釋
評論人：蔡英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2-2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專題
主持人：黃 紀（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1. 蔡佳泓（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王鼎銘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所教授）
：台灣民眾統獨立場
的變異性：廣泛有序迴歸型的應用
評論人：黃 紀（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2. Dennis We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UNY Cortland), Lu-huei Chen (Research Fellow and Professor,
Election Study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a Effect in Taiwan’s Election: Single Issue
Voting (Independence-Unification) in Taiwan
評論人：待定

3. Nathan Batto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PSAS): Autopsy of a
Massacre: Candidate Appeals and Partisan Trends in Taiwan’s 2014
Mayoral Election
評論人：待定
4. 蒙志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Mapping the Taiwanese
Electorate’s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Figures in 2014 Local Election: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評論人：待定
2-3 Empirical Measurement
主持人：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
1. 黃忠偉（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政治學系教授）：Confucian Values and Welfare Demand: The Case
of China
評論人：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 王奕婷（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Does Democracy or
Quality of Governance Enhance Human Development? New
Empirical Evidence 1900-2012
評論人：黃士豪（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3. 吳文欽（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Disguised
Protectionism under Authoritarianism: Why Do Some Dictatorships
Have Lower but More Dispersed Tariffs?
評論人：薛健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2-4 Politics of East Asia
主持人：待定
1. 吳崇涵（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
授）、湯智貿（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Hedging –Taiwan and ASEAN’s Pragmatic Policies
with China
評論人：待定
2. Yavor A. Kostadinov (Lecturer, IAD, Ming Chuan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GIIASS, Tamkang University): Governing Nuclear
Energy: Why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hoose Divergent Policies
after Democratization

評論人：陳鴻章（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3. Sung-lim, Park (Ph.D Stud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CCU): Student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 The Absence of Organization and
Student’s Employment
評論人：待定
2-5 中國大陸政治（I）
主持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1. 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Medical Politics in
the CCP: Power Struggle Syndrome and the Cadre Healthcare System
評論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2. 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蔡宗哲（高雄市立空中
大學法政學系助理教授）
：中國大陸政治的微革命展現：微博平台
的獨立參選人架構政治訊息現象研究
評論人：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共十八
3. 李景華（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兼任講師）
大後反腐敗的政策邏輯
評論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2-6 中國大陸外交政策（II）
主持人：馬祥祐（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習近平亞
1. 盧政鋒（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太周邊外交政策的持續與改變:從韜光養晦到奮發有為？
評論人：張廖年仲（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2. 陳希宜（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Maritime Silk
Road: A Challenge China Throws to the East Asia Pacific
評論人：馬祥祐（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兼主
任）
3.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中共“一帶一路”戰略對歐
美中三角關係的戰略影響
評論人：陳慧菁（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2-7 環境治理
主持人：陳立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張景儀（國立臺灣
1. 杜文苓（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久聞不知

其毒：台灣空污治理的挑戰
評論人：張寧（義守大學觀光學系暨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陳思先（臺
2. 陳寅生（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生）
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地方政府組織困境對
政策執行之影響—以節能減碳政策為例
評論人：劉佩怡（國立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3. 施奕任（國立清華大學生物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全球暖化與台灣氣候治理：環境政治學的觀點
評論人：陳立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2-8 公共治理與挑戰
主持人：李允傑（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主任）
1. 張世賢（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兼任教授）
：民主與治
理的挑戰，公共政策典範的轉變：強勢政策的崛起
評論人：李允傑（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主任）
、謝儲鍵（國立政治大
2. 顏良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家治理角色在科學園區發展之探
討：析論台灣與俄羅斯個案
評論人：張四明（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研發
長）
、廖達琪（國立中山
3. 張雅屏（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台灣電子化政府的化外之地？—
台灣院轄市議會網站分析
評論人：曾冠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蘇晨（國立中山
4. 佘健源（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學生）
、張尹（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大學部學生）
：水災與水患治理的政治效果：以台南、高雄為例
評論人：待定
1500-1900 社區參訪
1900-2100 晚宴

第二天議程 2015 年 11 月 15 日
0830-0900 報到
0900-1040 3-1 中國歷代政治與思想
第三場次

主持人：顧慕晴（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大一統文化與中
1. 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國大一統：明末降臣的案例研究
評論人：顧慕晴（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試探晚明思想中之明太
2. 林峻煒（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祖評價問題與政治教化觀
評論人：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墨子鬼神思想的政治作
3. 蔣薰誼（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用：教化與實踐
評論人：待定
3-2 半總統制研究
主持人：王業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半總統制「總
1. 郝培芝（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統化」與政黨發展：政治的個人化與總統化政黨
評論人：王業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臺灣半總統制下的府院黨密
2.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合度與立法效能
評論人：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治理衝擊與半總統制的制度
3. 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韌性：台灣個案研究
評論人：蘇子喬（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3-3 政黨與選舉
主持人：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1. 包正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原住民選民
為何不支持民進黨？
評論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 林瓊珠（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政黨形象的測量
評論人：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姵妏（陽明大
3. 鄧宗業（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生）
：立委候選人政治獻金之相關因素：以

第八屆區域暨原住民選區立委選舉為例
評論人：鮑彤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4. 黃國敏（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執行
長）
：2016 年苗栗縣立法委員選舉預測：從政黨政治版圖的觀點
評論人：陳文俊（和春技術學院前校長）
3-4 人民幣議題
主持人：蔡中民（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廖福民（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譚偉恩（國立中
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人民幣崛起：以歐元模式引領
或以美元模式主導？
評論人：蔡中民（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人民幣國際化的
2. 林偉修（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心理模式
評論人：湯智貿（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
「美元霸權」下
3. 賴榮偉（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的中共「貨幣平衡」戰略研究
評論人：紀博棟（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王國臣（中央研
4. 林子超（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葉家興（香港中文大學財務金
融系副教授）
：隔空指摘或見面三分情：中美政治事件對人民幣匯
率的影響
評論人：潘欣欣（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3-5 國際關係理論
主持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地緣政治復興的雙重面目：批
1. 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判性地緣政治的反思與新古典地緣政治的崛起
評論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主任）
2. 吳崇涵（香港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
：
Operationalizing the Content of National Interes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評論人：待定
3. 薛健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Re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Fourteen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NICs),
1992~2009
評論人：待定
3-6 地方跨域治理
主持人：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1. 張四明（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研發長）
、莊子
慧（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班）
：組改後環境資源
部跨部門管理機制之研究—以水資源管理與河川治理為例
評論人：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
2. 張力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社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
員）
、江大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特聘教授兼
教務長）
：從社群跨域治理談社區轉型：以埔里環境營造運動為例
評論人：杜文苓（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老人福利
3. 劉麗娟（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之跨部門治理結構分析：以臺東縣池上鄉為例
評論人：待定
：全球化時代之
4. 劉名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地方政府的地權治理：作為表現了現代情境之高強度張力的金門
個案
評論人：待定
1040-1050 茶點
1050-1230 4-1 政治哲學與思辯
第四場次

主持人：曾國祥（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演說家與政體：西賽
1. 胡全威（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羅論理想演說家
評論人：沈明璁（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當民主遇到
2. 陳閔翔（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宗教：哈伯馬斯與德沃金理論的比較
評論人：曾國祥（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劉從葦（國立中正
3. 張榮彰（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神的旨意？論同類教派不同的政治展現
評論人：待定
4-2 國會與司法政治

主持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明通（國立臺
1. 楊喜慧（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兩岸協商事前監督機制：立
法院八個提案版本的比較研究
評論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行政立法監督制衡之
2. 蘇毓昌（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檢視︰我國覆議案的歷史分析
評論人：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誰是大法官：民
3. 陳鴻章（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主化前後的比較（1948-2015）
評論人：待定
4-3 選舉制度
主持人：林繼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1. 王業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蘇子喬（文化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副教授）
：並立式混合制在不同憲政體制下的政治效應—日
本、南韓與台灣的比較
評論人：林繼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李泰德（國立政治
2. 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大學政治學系碩士）：探討蘇格蘭國家黨於 2015 年英國大選「過
度代表」之效應
評論人：王業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王宏忠（台灣民
3. 芮宗泰（美國西肯塔基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主基金會研究員）
：民調數字對於策略投票之影響—一個實驗設計
的研究
評論人：周應龍（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4. 張容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策略性投票與選舉制
度：棄保效應的個案研究
評論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4-4 民主治理
主持人：待定
、殷瑞宏（國立政治
1.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王尹辰（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生）：民主治理的實踐設計：開放政府的角度

評論人：待定
2. 梁崇民（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教授）
：歐盟民主治理之挑戰
評論人：郝培芝（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文化多樣性的
3. 藍於琛（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民主治理：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
評論人：待定
4-5 中國大陸政治（II）
主持人：陳明通（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習近平主政以來的中共宣
1. 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傳體系與思想工作：新瓶舊酒或新瓶新酒？
評論人：陳明通（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如何評估經濟效應對中
2. 蔡儀儂（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國官員的晉升影響：一個工具變數途徑的應用
評論人：待定
：控制
3. 沈朋達（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或解放？廣東省「社會管理創新」改革下 NGO 自主性的變化：
對 Y 市兩個 NGO 的比較分析
評論人：待定
4-6 國際政治
主持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美國對「日
1. 陳亮智（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崛起」與「中國崛起」之回應態度的比較
評論人：劉冠効（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援助在國內
2. 平思寧（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衝突中角色
評論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外交政策取向與安理
3. 林文謙（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會否決權：1950 年至 2014 年美國之實證研究
評論人：吳文欽（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4-7 政策分析與評估
主持人：待定
：臺灣促參政策的執行結
1. 曾冠球（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果：2003-2014 年的資料分析

評論人：待定
2. 朱大成（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羅清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影響都市更新
案核定因素之研究—以台北市市有土地參與案為例
評論人：待定
、王宏文（國立臺
3. 洪暐婷（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吉園圃蔬果標章之空間分析及其成因分
析
評論人：林昌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1230-1320 午餐
與主編有約
主持人：吳重禮（台灣政治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王鼎銘（《政治科學論叢》主編）
蔡佳泓（《選舉研究》主編）
施能傑（《公共行政學報》主編）
蔡中民（《台灣政治學刊》主編）
1320-1500 5-1 媒體傳播與管理
第五場次

主持人：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1. 許雲翔（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助理教授）
、李允傑（國
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主任）
：集思廣益還是眾口鑠金？
社群媒體在公共諮詢的定位與影響因素
評論人：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2. 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To be or not to
be：非營利組織與社會媒體的經營
評論人：劉麗娟（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政府的經濟
3. 黃兆年（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角色、媒體自我審查與臺灣新聞自由的發展：歷史制度論分析
評論人：蘇子喬（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5-2 社會運動與政治態度的關係
主持人：徐火炎（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1. 陳陸輝（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映男（國立政治
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政治情緒與兩岸關係：以太陽花學運為例
評論人：徐火炎（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2. 方天賜（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太陽花學運的背
景：經濟民族主義的徘徊？
評論人：邱垂正（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3. 姜蘭虹（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名譽教授）
、林平（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副教授）
：早期香港專業移民在台灣：生活經驗與政治態
度
評論人：黃國敏（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民意調查研究
中心執行長）
5-3 亞洲區域研究
主持人：王鼎銘（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台灣民眾東亞社
1. 林昌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會評價的區域分析
評論人：佘健源（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吳文欽（中央研究院
2. 黃士豪（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Corrup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East
Asian Authoritarian Regimes
評論人：王鼎銘（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3. 董思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韓國的民主
化對統一與對北政策之影響分析
評論人：林文謙（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5-4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
主持人：周陽山（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
：習李政權的
1. 柯玉枝（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拉美經濟外交戰略分析
評論人：周陽山（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
2. 潘欣欣（博士後研究員）
：Decentralization and China’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評論人：待定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下
3. 鄭家琪（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資源分配的制度性侷限：以電信業為例
評論人：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5-5 文官體系研究
主持人：余致力（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1. 顧慕晴（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清聖祖官僚操
守思想與倡導之研究
評論人：余致力（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陳揚中（國立政治大
2. 陳敦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張鎧如（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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