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國際新秩序與民主治理的跨領域合作」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第一天 12/03（六） 

09：30-09：50 報到  

10：00-10：20 開幕式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茂榜廳 

 張國恩 

（東海大學校長） 

 

10：20-10：30 來賓合影  

10：30-11：30 專題演講  

 A Natural Experiment for Testing Strategic Voting 

吳重禮 

（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兼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11：40-13：00 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H103 

13：00-14：10 第一場次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14：20-15：30 第二場次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15：30-16：00 茶敘  

16：00-17：10 第三場次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17：30-20：00 晚宴 台中福華大飯店 5樓 CR500 

 

 

 

第二天 12/04（日） 

08：50-09：10 報到  

09：10-10：20 第四場次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10：20-10：40 茶敘  

10：40-11：50 第五場次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11：50-12：10 閉幕式 東海大學人文大樓 H122 

  



論文場次與議程 

會議第一天 

1-C投票行為研究 

【主持人】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地點】 

H206 

陳陸輝（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研究員兼政治學系主任）、廖崇翰（政治大學選舉研究

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台灣大學生性別政治社會化的研究 

評論人：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2/3 （六）第一場次 13：00-14：10 

1-A台海軍事與南海議題分析 

【主持人】 

劉書彬（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地點】 

H204 

張書屏（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顧志文（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 澳英美聯盟(AUKUS)在臺海未來軍事衝突中的角色：想定推論分析的觀點 

評論人：劉書彬（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Rizky Widian（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Rising Tensions in the Indo-Pacific 

評論人：李大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胡聲平(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 中共在南海漸進式改變現狀的理論探討與政策分析 

評論人：李大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1-B COVID-19 疫情發展與國際關係（一） 

【主持人】 

包正豪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暨三全學

院籌備處院長） 

【地點】 

H205 

歐陽睿（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 COVID-19疫情下的跨國經濟整合與東亞地緣政治：基於微觀分析的討論 

評論人：顏永銘（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王萱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 小國防疫成效之比較研究： 以 COVID-19期間的新加坡與巴林為例 

評論人：顏永銘（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廖崇翰（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2021年台灣四案公投的投票行為分析 

評論人：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曾筑翎、陳冠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 台灣疫情與總統施政表現評價－以聚旗效應分析 

評論人：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1-D 比較政府與立法行為研究 

【主持人】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地點】 

H207 

廖育嶒（政治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Legislative Particularism and Mandate-divide Under the Mixed-member System: Case 

Study of Taiwan 

評論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楊臻欣（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From Chinese exceptionalism to Chinese ‘excelism’: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ation brand 

評論人：林奕孜（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林宣佑（中研院政治所／博士後研究員） 

∣ Three Men Make a Tiger: The Power of Aggregate Peer Cues in Elite Politicians’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on Foreign Affairs 

評論人：林奕孜（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1-E政策議題與公共治理 

【主持人】 

李翠萍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點】 

H208 

黃鉦堤（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 沙普夫（Fritz W. Scharpf）對於「政治調控與政治機構」的看法：若干評述 

評論人：李翠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蘇世岳（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

系教授） 

∣ 臺灣民主鞏固中國家與公民社會關係的重構：對我國《遊說法》的反思與修法

建議 

評論人：郭銘峰（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事所副教授） 

林俞君（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 從動態能力探詢政府組織「總體—個體—總體」的發展整合：以我國資訊職系

公務人員為例 

評論人：郭銘峰（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事所副教授） 



1-F俄羅斯對外關係研究 

【主持人】 

陳欣之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地點】 

H209 

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 俄羅斯混合戰學說與實踐之探討 

評論人：崔琳（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Fumitaka CHO長史隆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Rikkyo University) 

∣ Whales, Dolphins, and US‒Japanese Relations: The Japanese Response to American 

Criticisms over Whaling and Dolphin Hunting, 1970‒1982. 

評論人：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G國際政治經濟議題 

【主持人】 

李其澤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地點】 

H122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外國直接投資與政變之關聯：以緬甸和泰國為例的比較研究 

評論人：李其澤（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林穎佑（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 解讀中共「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的目的與意涵 

評論人：林偉修（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黎寶文(中山大學亞太所助理教授) 

∣ 烏克蘭衝突對國際社會與美中兩國的影響與衝擊：一個社會網絡分析的觀點 

評論人：林偉修（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12/3 （六）第二場次 14：20-15：30 

2-A 人權議題與國際關係 

【主持人】 

蔡東杰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間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

究中心主任) 

【地點】 

H204 

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跨國人權非政府組織、國際壓力與拉丁美洲的人權政治 

評論人：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主

任） 

張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福兮禍所伏：論「鋰三角國家」在強權能源安全競逐下之困境 



評論人：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李宜展（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生）、普麟（美國杜蘭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 Natural Resource Extraction or Political Alliance? Export Dependence, 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FDI 

評論人：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B 民主理論與制度設計（一） 

【主持人】 

吳重禮 

（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兼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地點】 

H205 

魏玫娟（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 Public Culture: the pluralist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 

評論人：吳重禮（中研院政治所所長兼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魏嘉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李冠成（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 亞洲地區治理品質與民主支持 

評論人：林瓊珠（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謝相慶（淡江大學公行學系兼任副教授） 

∣ 從《國是會議有關問題參考意見》檢視台灣民主轉型 

評論人：林瓊珠（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C民主理論與制度設計（二） 

【主持人】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地點】 

H206 

徐正戎、呂嘉穎(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兼任助理教

授) 

∣ 蔡英文總統新近特赦案之研究 

評論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芙萱（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黃建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 報考目的、訓練設計與動機昇華的關聯性研究：以新進公務人員訓練的實證研究為

例 

評論人：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高韻茹(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後疫情時代下亞洲國家民主化的發展與挑戰 

評論人：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D 公共議題與政策分析（一） 

【主持人】 

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地點】 

H207 

王光旭（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 公共設施鄰避效果之檢測與類型化 



評論人：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郭銘峰（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事所副教授）、黃心怡（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事所副教授） 

∣ 課責機制設計對公部門之反貪效果：一項問卷調查實驗法的證據 

評論人：陳建仁（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E國際政治理論與區域合作（一） 

【主持人】 

辛翠玲（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地點】 

H208 

郭雪真（陸軍官校政治學系副教授） 

∣ 國際關係理論「關係轉向」與兩岸「關係主義」學者之比較研究：以秦亞青與石之

瑜為例 

評論人：辛翠玲老師（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平思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貪腐的擴散：援助國家的角色 

評論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凱銘（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失衡」觀點：學理探析與實務檢證 

評論人：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F 中國政治議題研究 

【主持人】 

冷則剛（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 

【地點】 

H209 

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 鞏固和平基石：新冠疫情後陸生留臺升學意願與影響因素 

評論人：劉兆隆（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吳文欽、張廖年仲、劉明浩（中研院政治所助研究員） 

∣ The Appointment of Chinese Ambassadors under Xi Jinping 

評論人：劉兆隆（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2-G國際合作與人權議題研究 

【主持人】 

劉正山老師（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地點】 

H122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複數合作下的義務與利益衝突：以WHO因應 COVID-19為例 

評論人：劉正山老師（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范玫芳（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 The Epistemic Function of Mini-Publics: Deliberating Taiwan’s Pathway to Net-Zero 

Emissions 

評論人：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劉姵杉（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 

∣ 民主化、內戰與人權保障：羅興亞個案分析 



評論人：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4:00 – 15:20 (Taiwan time) / 15:00 – 16:20 (Korean Time) 

TPSA-KPSA Roundtabl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Security" Era 

Venue: virtual panel (Zoom) 

Meeting Room: 

https://zoom.us/j/6705955081?pwd=MDZrOCtGOCsrZEFpN1hMOWdiTTdJZz09 

 

ID：670 595 5081 

Password：3121849100 

Opening Remarks: 

Tung-Chieh Tsa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Chair of TPSA) 

Sunghack Li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eoul / KPSA 

President) 

Moderator: 

Ming Le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scussants 

Wooyeal Paik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plomacy, Yonsei 

University) 

Jaejeok Park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Hao-Yao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Chen-Sheng Ho (Research Fellow, APEC Study Center, Taiwan) 

 

  

https://zoom.us/j/6705955081?pwd=MDZrOCtGOCsrZEFpN1hMOWdiTTdJZz09


12/3 （六）第三場次 16：00-17：10 

3-A 自組場次：歐洲民粹主義 

【主持人】 

張台麟（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 

【地點】 

H204 

許友芳（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 德國另類選擇黨在 Covid-19疫情下的挑戰與策略 

評論人：張台麟（佛光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 

崔琳（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 

∣ 「俄羅斯民粹主義傳統與普丁主義的操作」(The Russian Populist Tradition and the 

Operation of Putinism) 

評論人：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張台麟（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 歐洲的民粹主義：法國極右派「國家聯盟」的發展與變遷 

評論人：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英國強生時代的民粹主義 

評論人：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彼薩列夫（淡江大學俄國語文學系教授） 

∣ 俄羅斯民粹主義與救世主義 

評論人：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3-B 自組場次： 民主治理：在科舉與選舉之間遊走的為官之道研究 

【主持人】 

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地點】 

H205 

吳舜文（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孫育弘（台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生） 

∣ 新進公務人員離職狀況及影響離職之因 

評論人：許成委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員) 

周沁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許成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學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員）、陳重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

副教授） 

∣ If High-PSM Candidates Fail in Public Service Exams, Who Can Pass? 

Moving Beyond the “Adverse Selection Effect of Competitive Public Service Exams” 

評論人：黃建實(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千文（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劉自平（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助理教授）、詹立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陳敦源（政治大學公共行

政學系教授） 

∣ 以「文字探勘」形塑國家文官進場、適應與退場之官場路徑 

評論人：王光旭（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呂季蓉（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 Can & How “Rookies” Civil Servants Get Help from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評論人：陳揚中（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3-C政治社會化與選舉研究 

【主持人】 

張佑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地點】 

H206 

陳光輝（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大學教育與政治社會化之文獻分析 

評論人：張佑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楊琇雯（成功大學產學創新總中心博士後）、蒙志成（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對競爭黨派者的「非人化」態度：外群體貶抑和政治容忍的解釋 

評論人：周應龍（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陳澤鑫（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魏嘉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

教授） 

∣ 大眾傳播媒體對投票抉擇長期與短期的影響: 2016年與 2020年總統選舉的比較分析 

評論人：周應龍（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D COVID-19 疫情發展與國際關係（二） 

【主持人】 

廖舜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地點】 

H207 

劉書彬（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治理表現 

評論人：廖舜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林偉修（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結構：兩極化還是非兩極化？ 

評論人：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王可馨（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生）、沈有忠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多重社會分歧下的挑戰與威脅-威權政府如何排解壓力？ 

評論人：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3-E選舉與比較制度研究 

【主持人】 

王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地點】 

H208 

吳親恩（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彭士芬（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 影響臺灣威權時期政治案件判決的因素：事件類型、選舉與重大政經事件 

評論人：王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詹凱卉（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生）、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 公民投票是民粹主義者的武器嗎？2010-2021年跨國比較研究 

評論人：俞振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教授） 

劉遠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立法委員選區劃分之「傑利蠑螈」探討-以台中第二選區為例 

評論人：俞振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教授） 

3-F選舉與族群議題研究 

【主持人】 

黃紀（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 

【地點】 

H209 

林瓊珠(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影響原住民女性候選人選舉表現之因素：2002至 2018年議員選舉 

評論人：黃紀（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 

陳奕如（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博士生）、徐永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青年參政的空間分佈與比較——以 2018、2022年六都市議員選舉為分析對象 

評論人：黃信達（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湯晏甄（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 初探客家族群與分裂投票：2016年總統暨立委選舉的實證分析 

評論人：黃信達（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3-G國會與投票行為研究 

【主持人】 

魏玫娟(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地點】 

H122 

吳柏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徐永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立法委員帶職參選地方首長之立法行為研究——以第八屆至第十屆國會為例 

評論人：魏玫娟（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邱俊廷（樹德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任講師） 

∣ 支持民主的因素穩定或變動？以 2016年、和 2021年的面訪調查為例 

評論人：吳俊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李易修（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 人不親土親，投票投鄰居？以聯合分析檢驗「友鄰」效應 

評論人：吳俊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會議第二天 

12/4 （日）第四場次 09：10-10：20 

4-A國際政治與區域合作(二) 

【主持人】 

紀和均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所助理教授） 

【地點】 

H204 

曾馨婷（東海大學政治所博士生） 

∣ 歐盟共同庇護體系之法理架構分析與成效 

評論人：紀和均（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所助理教授） 

賈人山（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 境內攻擊與對外關係之研究：以巴基斯坦為例 



評論人：潘兆民（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大陸社會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鄧玉簪（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 越南兩次反中抗議運動之比較研究：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詮釋 

評論人：潘兆民（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大陸社會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4-B公共議題與政策分析（二） 

【主持人】 

劉志宏（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兼公共事務在職專班主任） 

【地點】 

H205 

鄭明德（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 當沖降稅延長三年的修法考量：2021年底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2條之 2修正 

評論人：劉志宏（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兼公共事務在職專班主任） 

傅岳邦（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 永續社區的生產型農業實踐：香港二澳地區的個案研究 

評論人：蔡偉銑老師（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彭睿仁（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資深法律研究員） 

∣ 從法制面論德國企業於防疫措施有效期間之犧牲與保障 

評論人：蔡偉銑老師（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4-C價值思潮與社會變遷（一） 

【主持人】 

郭應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地點】 

H206 

蔡至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本末一貫」與政教秩序：再探朱熹重建秩序的關懷 

評論人：郭應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黃嘉鴻（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論分離運動倫理的領土權框架 

評論人：劉佳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鄭楷立（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自由主義中立性與性別中立廁所 

評論人：劉佳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4-D 全球民主與司法政治研究 

【主持人】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地點】 

H207 

梁文韜（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 現代性與全球民主 

評論人：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王金壽、王舜民（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陽明交通大學科法所） 

∣ 中立的法官、不中立的性別：法官的性別與審判 



評論人：呂炳寬（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王金壽、王宛榆（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 司法獨立改革後的司法行政 

評論人：呂炳寬（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4-E 跨領域政策研究(一) 

【主持人】 

王篤強（東海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點】 

H208 

黃建銘（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教授） 

∣ 大學本土語文課程設計之研究：108課綱的啟發與思考 

評論人：魯俊孟（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陳鴻章（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檢察總長哪裡重要~以謝文定到邢泰釗為例的分析 

評論人：魯俊孟（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4-F中國與跨領域研究 

【主持人】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副教授） 

【地點】 

H209 

白驪天（中山大學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 China's Me Too Movement 

評論人：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林敬堯（國防大學碩士生） 

∣ 意圖與威脅的邏輯性-以計畫行為理論的分析框架 

評論人：陳育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方自億（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吳東霖、葉時豪、呂柏言（國防大

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碩士生） 

∣ 從威脅平衡理論觀點探討南海聲索國家衝突之研究 

評論人：陳育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12/4 （日）第五場次 10：40-11：50 

5-A 東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 

【主持人】 

張春炎（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地點】 

H204 

方自億（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王廷之、劉彥鋒（國防大學政治

作戰學院政治學系碩士生） 

∣ 從中國競合觀點探討區域經濟整合國家經濟能力之研究－以 RCEP為例 

評論人：張春炎（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Andrea Prisca Kurnadi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 Explaining the New Variation of Personalism in Democracies: Case Study of 



Indonesia’s Jokowi 

評論人： 林文謙（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5-B國際政治與區域合作(三) 

【主持人】 

馬祥祐（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地點】 

H205 

陳育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 中國戰略威懾概念：傳統軍事手段之應用 

評論人：馬祥祐（金門大學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Giandi Kartasasmita（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博士生） 

∣ Developmentalism and Democracy Decline, The Case of Indonesia during Joko Widodo 

Presidency. 

評論人：盧信吉（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呂禮詩（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太平洋的選擇—島國視角下的談判策略 

評論人：盧信吉（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5-C公共議題與政策分析（三） 

【主持人】 

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暨法政學院院長） 

【地點】 

H206 

蔡偉銑（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 政策創新的機遇與困境-以水產養殖產業青年聯誼會為例 

評論人：李長晏（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法政學院院長） 

張志源（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社會住宅政策與民主治理：臺灣社會住宅興建政策倡議、反對與推動（2010-

2020） 

評論人：王翊全（東海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蔡佳妤（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助理教授） 

∣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Transparency in China 

評論人：王翊全（東海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5-D價值思潮與社會變遷（二） 

【主持人】 

周家瑜（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地點】 

H207 

劉佳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帝國與公民：布拉德雷論世界政府及其人道主義批判 

評論人：周家瑜（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陳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 托克維爾論「家」與民主 



評論人：鄭楷立（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Kwon Kyung Rok（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 

∣ Political Philosophy, Virtue Politics, Democracy 

評論人：鄭楷立（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5-E 

【主持人】 

王啟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地點】 

H208 

連弘宜（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外交學系教授） 

∣ 普京時期之俄羅斯與東歐關係：能源合作與軍事威脅 

評論人：王啟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陳希宜（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助理教授） 

∣ 傳染疾病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新冠肺炎為例 

評論人：王啟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5-F中國政經研究 

【主持人】 

潘兆民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大陸社會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地點】 

H209 

吳鴻欽（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 俄烏戰爭對中國政治經濟體系之影響 

評論人：潘兆民（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大陸社會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余浩銘（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生） 

∣ 運用商用電腦兵棋輔助軍事決策訓練之研究 —以 CMO模擬空戰交換比為例 

評論人：張凱銘（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5-G 海報場 

【地點】 

H122 

∣ 恩人乎?罪人乎?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歷史評價 

蔡承志（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 

∣ 地方議員選票集中程度的實證分析：以 2018年地方選舉為例 

陳冠傑（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生）、陳羿宏（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 太陽花學運對政黨提名立委候選人結果之影響  

童雋傑（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生）、鄭力維（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生） 

∣ 居住「正義」中的族群政治：大埔農地、文林苑、南鐵東移的案例研究 

吳承宏（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