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 

「後疫情下的國際秩序與民主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2021年 12 月 4日、5日 

會議地點：國立中興大學社管大樓 

主辦單位：台灣政治學會、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科技部、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 
 

議程規劃 
12/4（六）會議第一天 

08:00-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演講者：Prof. Benjamin Cohen, UC Santa Barbara 

講題：Covid-19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hat Have 

We Learned? 

10:30-10:50 開幕式 Opening 

10:50-12:30 第 1場次 Panel Session 1 

12:3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理監事會議 1230-1300 

會員大會 1300-1330 

13:30-15:00 第 2場次 Panel Session 2 / 壁報發表場次 Poster  

15:00-15:30 茶敘 Tea Break 

15:30-17:00 第 3場次 Panel Session 3 

18:00-20:00 晚宴 Dinner 

 

12/5（日）會議第二天 

08:00-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第 4場次 Panel Session 4 

10:30-11:00 茶敘 Tea Break 

11:00-12:30 第 5場次 Panel Session 5 

12:30-13:30 
閉幕式 Closing 

午餐 Lunch 

 

 5篇 4篇 3篇 

發表人報告 10分鐘 12 分鐘 14分鐘 

與談人評論 5分鐘 6分鐘 8分鐘 

發表人回應 3分鐘 3分鐘 3分鐘 

 



論文場次詳細議程 

會議第一天 

12/4（六）主題演講暨開幕式 09:00-10:50 

地點 主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111 教室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演講者：Prof. Benjamin Cohen, UC Santa Barbara 

講題：Covid-19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hat 

Have We Learned? 

開幕式 

 

12/4（六）第 1場次 10:50-12:30 

121教室 1-A新冠疫情下的政治（1） 

主持人：包正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與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翠萍、楊耀智、項婕（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班、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新冠疫情中的政策敘事與政策回應：台灣疫苗政策分析 

評論人： 

包正豪（淡江大學全球政治與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蔡美華（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在後真相時代下之新冠病毒溯源 

林冠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以建構主義角度審視疫情發展:「Covid-19」的快速影響與建立 

評論人：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02教室 1-B台灣總統選舉 

主持人：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 

葉峯谷、蔡佳泓（世新大學知識經濟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政治大學選舉研

究中心主任） 

政策回應性對投票參與之影響—以 2016年與 2020年臺灣總統選舉為例 

評論人： 

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 

徐子堯、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衝突選民與投票參與—以台灣 2004-2020總統選舉為例 

廖崇翰（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選民人格與政黨偏好的變化：以 2020總統大選為例 

評論人： 

蔡宗漢（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23教室 1-C 民主化與台灣政治 

主持人：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許良亦（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負面黨性與民主鞏固：以臺灣選民為例 

錢威銘、鄭安晉（台北捷運公司站務員、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威權體制民主化後的政黨生態發展 

評論人： 

林瓊珠（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坤融、黃崇祐（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學士班、臺灣師範

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候選人） 

制憲意向公投案的適法性評析 

陳衍德（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金門地區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看法及影響其之相關因素 

評論人： 

王靖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213教室 1-D美中關係 

主持人：蘇宏達（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發表人： 

陳奕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當前中美疫苗外交之比較研究 

評論人： 

蔡榮祥（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丘偉國、張廖年仲（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政治

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The Myth of China's "Partnership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 "Primary Institution" Perspective 

評論人： 

陳宗巖（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226教室 1-E 地方政治參與 

主持人：湯京平（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楊適瑄、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生、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

教授） 

口惠且實至？宜蘭縣青年創業政策運行及成效 

徐詩雅（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六龜之心』創造六龜之新？–六龜人對於地方創生政策的看法及反應 

評論人： 

傅岳邦（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王郁雯（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地方創生？地方創傷？以基隆市政府地方創生策略對於基隆委託行發展為例 

董皓崴（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複製過去或重新配置：參與式預算提案區域的空間分析 

評論人： 

劉華宗（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228教室 1-F科技、世界政治與全球安全 

主持人：王啟明（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粘芷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披著羊皮的狼：電動車國際市場的強權競爭 

評論人： 

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區塊鏈的虛與實：去中心化的合作還是技術菁英之宰制？ 

徐舜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半導體技術優勢對台灣國際地位和外交空間之影響 

評論人： 

黃秋龍（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展望與探索月刊研究員） 

發表人： 

張永豪（屋馬森牙醫診所院長） 

人類安全的虛偽：以 COVID-19期間的「疫苗化」為例 

評論人： 

周志杰（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第 1場次結束後於 104教室舉辦理監事會議與會員大會聯席會，歡迎會員共

襄盛舉；非會員之用餐地點為 103教室 

 

12/4（六）1-G場次（線上） 12:00-13:40 

921教室 KPSA-TPSA Special Pane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 in East Asia 

Moderator: Chi Eunju (Korea University) 

Presenters: 

Kang Woo-Chang (Korea University) 

Inequality, Wealth and Electoral Politics: A Subnational Analysis in South Korea 

Yu Ching-Hs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ferendum Politics in Taiwan’s Local Election: An Examination of Mayoral 

Election of Taichung City, Taiwan in 2018 

Discussants: 

Ko Min-Hee (Ewha W. University) 

Lee Pei-Shan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Kai Yin Allison Haga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2/4（六）第 2場次 13:30-15:00 

121教室 2-AAI技術與議會研究 

主持人：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發表人： 

楊婕妤、何品萱、廖達琪、莊澤生（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中山大

學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高雄市議會資訊

室主任） 

反對黨在議會中發言果真「責難」多──以自動化二元分類法分析高雄市第

二屆市議會 

評論人：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發表人： 

陳靖婷、廖達琪、陳羿宏、謝昀芸（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中山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士班、中山大學政治經

濟學系學士班） 

立委在意自己的政見嗎？以 AI技術探索臉書、國會發言與政見之關聯 

廖達琪、邱語揚、張硯筑（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山大學政治

學研究所助理、中山大學電商中心研究助理） 

政見結構與試圖兌現程度之關聯探討—以資訊技術分析我國第九屆(2016-

2020)立委政見中的「對象」 

評論人： 

陳秉逵（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102教室 2-B政黨極化之比較 

主持人：黃紀（政治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 

發表人： 

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政治競選對政黨負面情緒的影響：2018年地方選舉及 2020年總統選舉的比

較分析 

劉書彬、曾筱筑（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德國 AfD的崛起發展與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 

評論人： 

卓忠宏（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崔麐（獨立研究者） 

Revisiting the Tensions in the New Right: The Enigmatic Case of British 

Educational Thought, c.1969-c.1990 

評論人： 

魏玫娟（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23教室 2-C 政治民粹化與台灣經驗 

主持人：陳陸輝（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合聘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林懿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臺灣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一個機器學習法的應用 

評論人： 

陳陸輝（政治大學選研中心研究員暨政治學系合聘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郭兆翊（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走向極化的台灣政治：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 

陳宜婷、黃士豪（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政黨競爭如何影響媒體極化？2004年至 2016年政治新聞標題的語意分析 

評論人： 

黃信達（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申佳健（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生） 

政黨選擇性暴露視角下假新聞對民衆政治媒介態度的影響 

簡俊榮（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士班） 

小黨是附庸還是第三勢力？時代力量的路線發展與困境 

評論人： 

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13教室 2-D政治發展批判 

主持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林駿棋（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媒體研究所、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 

Communicating populist rhetoric as a performative method in social media 

campaigns: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12 major parties’ Facebook contents in 

Taiwan and Germany 

評論人： 

張晉赫（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226教室 2-E 中共對台政策 

主持人：寇健文（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發表人： 

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武統外的選項：習近平兩岸融合政策成效分析 

評論人： 

寇健文（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暨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發表人： 

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兩岸一家親？兩岸接觸、價值觀與共同感 

蔡維心（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中國大陸近期對兩岸經貿統戰模式之研究 

評論人： 

胡聲平（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皓倫、陳姿潔（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碩士生） 

論中國對台文化統戰之戰略—以華東地區為例 

許奕祥（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重塑「刀把子」：習近平時期公安隊伍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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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教室 2-F中央政府發展 



主持人：李翠萍（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呂嘉穎（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再論總統的院際調解權 

鄭明德（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立法院委員會「護航」行政院的政策？2018 年所得稅法及公司法修正觀察 

評論人： 

黃凱苹（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陳鴻章（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監察委員的背景與特質：政治民主化前後的比較 

施依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半總統制下總統權力與政府災害治理能力：芬蘭與臺灣比較研究 

評論人： 

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第 2場次結束後為茶敘時間（15:00-15:30，104教室前廣場） 

 

12/4（六）第 3場次 15:30-17:00 

121教室 3-A新冠疫情下的政治（2） 

主持人：劉書彬（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智龍（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疫情下的人權與民主挑戰：以台灣疫情治理為例 

評論人： 

曾雅真（南臺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 

發表人： 

段宜辰（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班） 

國家因應 COVID-19 防疫成效之差異分析：以曾發生債務危機之歐盟國家

為例 

評論人： 

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102教室 3-B國會運作與立委的媒體呈現 

主持人：王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黃秀端、蔡承翰、陳宥辰（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助理） 

立委選舉候選人臉書廣告投放策略初探： 2020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 

蔡韻竹（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政治話、專業話與私房話：第九屆立委的媒體呈現 

評論人： 

蔡政修（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徐永明（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國會透明化改革的委員會效應 

評論人： 

王業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23教室 3-C 公部門經驗政治（1） 

主持人：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敦源、黃建勳、陳芙萱（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

學系博士候選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公務人員訓練可以影響公務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嗎？一個針對初任公務人員

訓練的前/後測研究 

評論人：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余一鳴、邱保龍、吳永明（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男女大不同?從法院貪污判決書的文字探勘檢視不同審判階段之性別差異 

張姜姿羽（駐法國臺北代表處秘書） 

執法可否以相貌取人?以內政部移民署執法過程中「種族貌相」問題為例之初

探 

評論人： 

傅凱若（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213教室 3-D國際關係中的威脅認知 

主持人：陳欣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田漢平、杜長青（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研究生、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

究所助理教授） 

安全化論述與威脅感知：模擬決策訓練之實證分析 

莊霈儀（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美國政府對中國威脅的安全化論述比較研究 

評論人： 

李佩珊（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欣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核嚇阻發揮何種效用？ 

詹騏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預防外交的虛實－權力、利益及資本流動與大國干預內戰之關聯性 

評論人： 

平思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26教室 3-E選舉與政治參與（1） 

主持人：張佑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王光旭、林家弘（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生） 

高齡者政治參與影響因素之探析：兼論與非高齡者之比較 

周應龍（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政黨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的投票行為：策略性投票或真誠投票？ 

評論人： 

俞振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發表人： 

李宜陵、蘇靖惠（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挑起公民的敏感神經？以列項實驗探索台灣民眾對 18歲投票權和轉型正義

態度 

蔡維廷、王靖興（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人格特質對親子政黨認同一致性之影響：以臺灣大學生為例 

評論人： 

吳若予（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228教室 3-F中國大陸媒體管理 

主持人：辛翠玲（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後真相時代中國社群媒體輿論的演變過程模式建構 

陳思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喉舌、工具與治理技術：從「鴻茅藥酒事件」看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對政府監

督 

評論人： 

王毓莉（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冠成（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解放軍於社群媒體宣傳的邏輯：以微博為例 

張家洛（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鄉村振興背景下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治理效能困境及對策研究 

評論人： 

歐陽新宜（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229教室 3-G新冠疫情下的政治（3） 

主持人：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黃建銘（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教授） 

疫情衝擊下論國會遷建議題 

彭睿仁、吳秉宥（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

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 

論防疫措施落實於個人社會參與之權利衝突與價值衡量-以德國 3G 規則為例 

評論人： 

黃韋豪（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 

周冠竹（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家資本主義復興？論 COVID-19疫情下主權財富基金功能 

林新傑（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探討政黨評價對政治信任與政策順服的影響--以 COVID-19生活防疫政策為

例 

評論人： 

陳若蘭（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壁報場次詳細議程 

 

時 間 議  程 

13:30-15:00 

 

121教室前廣場 

 

秦偉騰、周宗漢、黃燕萍（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

選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廈門大學台灣

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教授） 

中國大陸新能源汽車發展及其國際影響 

 

林慧萍（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人類共同繼承遺產」與「公海自由」之拉扯—以談判中的

BBNJ 協定為例 

 

廖子豪、邱奕誠（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班、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學士班） 

外援、軍費與民主化—新興民主國家在後冷戰時代的發展 

 

林奕彣、鄭筑云（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臺中科

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學士班） 

數位性別暴力之研究：認知取徑媒體理論脈絡下的防治策略

規劃 

 

李政豪（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在威權與族群對立下的突破：何種選舉現象可作為馬來西亞

反對黨隔屆選戰的有用訊號？ 

 

 

  



會議第二天 

12/5（日）第 4場次 09:00-10:30 

121教室 4-A疫情災害、劣勢族群與韌性治理 

主持人：楊三億（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全球化下的民主韌性與族群融合：國際秩序與治理的挑戰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族群差異下的災害與韌性治理：新冠肺炎與族群政治 

張春炎（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東南亞移民/工面對 COVID-19的主體經驗、脆弱性與韌性之研究 

陳秋政（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 

原鄉社區災害衝擊與韌性治理之研究：以新冠疫情為例 

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新冠病毒疫情下原住民族部落社區的韌性治理 

評論人： 

顏永銘（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陳文學（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何浩慈（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102教室 4-B公部門經驗政治（2） 

主持人：潘競恒（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曾琤（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後疫情時代的公部門職場觀察-談居家辦公與工作家庭衝突 

評論人： 

潘競恒（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廖明俊（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影響公務人員實施遠距辦公意願之探討 

何懿玲（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數位轉型下公部門主管與基層公務員所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評論人： 

陳衍宏（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123教室 4-C 思想與政治 

主持人：陳建綱（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張鈞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非典型的「泛民主派」：論盧梭迂迴的民主證成 

評論人： 

楊尚儒（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發表人： 

梁廷毓（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實踐與批判研究所博士生） 

對民主之仇：論一種「非分之分」的恐怖政治 

賴榮璉（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論施密特敵人概念之轉變：從康德談起 

評論人： 

劉佳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213教室 4-D中東地區國際關係互動的批評與反思 

主持人：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發表人：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拜登政府阿富汗撤軍決策之研析 

王順文（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東地中海衝突與美土關係發展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權益之收回與爭取：1920年代英國與兩伊關係 

張景安（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資本的形式途徑研究難民企業家：以土耳其敘利亞難民商人為例 

包修平（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泛伊斯蘭主義及穆斯林世界概念：歷史起源與性質探討 

評論人： 

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張凱銘（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226教室 4-E 台灣地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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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學院院長） 

發表人： 

陳建仁、黃信達、王士胤（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

教授、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地方議員選區服務類型的實證分析：以台中市議員為例 

評論人： 

劉小蘭（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李翠萍、路可萱、陳姿安（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班、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偏鄉疫情危機與社群動員—阿里山鄉個案分析 

李易修（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別再「黨」路？退黨參選對村里長選舉的影響 

評論人： 

王慧敏（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228教室 4-F中國對外關係 

主持人：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賴威沛（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歐盟對中國外交政策組合之研究：應用兩財貨理論 

陳新侑（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是否導致外交危機？：以分析層次觀點檢視斯里蘭卡之外

交政策變化 



評論人： 

周嘉辰（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劉孟儒（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貿易和平?從不對稱互賴檢視中越南海衝突 

黃上賓（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川普任內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一個建構主義的觀點 

評論人： 

馬準威（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第 4場次結束後為茶敘時間（10:30-11:00，104教室前廣場） 

 

12/5（日）第 5場次 11:00-12:30 

121教室 5-A台灣政治變遷 

主持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張一彬（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政黨動態與經濟不平等：1977-2019台灣收入不平等為例 

吳俊德（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太陽花學運前後網路使用影響民眾參與抗議之變化 

評論人： 

張峻豪（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翠萍、張竹宜、李晨綾（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班、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創新帶來公平？人工智慧在公共政策應用上的非意圖歧視 

杜文苓、施佳良（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

後研究員） 

晚期工業主義視角下的石化產業環境治理 

評論人： 

李明軒（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102教室 5-B選舉與政治參與（2） 

主持人：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Muhamad Iksan 山克睦（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enhancing women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評論人： 

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奕如（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博士生） 

網紅與素人參選結果的空間分析：以 2018 年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為例 

評論人： 

游雅雯（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123教室 5-C 中國大陸社會控制 

主持人：陳至潔（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陳若蘭（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政黨政治版圖的轉變：民主抗共、香港認同與經濟理性的競合 

評論人： 

陳至潔（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陳姿潔（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分析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社會運動—以 MeToo 為例 

蘇瑞華（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博士生） 

評析《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綱要規劃 (2018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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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教室 5-D美國外交政策 

主持人：廖舜右（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張凱銘（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美國國家人工智慧戰略中的強權競合脈絡探析：從柔性平衡理論研究 

白如君（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川普政府氣候政策之評析：安全化的視角 

評論人： 

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蔡芳旻（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後疫情時代美國東亞安全政策及評估 

朴炳培（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再思韓美日三角關係：檢討韓國視角 

評論人： 

陳蒿堯（中國文化大學韓文學系助理教授） 

226教室 5-E 中東國際政治 

主持人：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美俄中強權競逐下的中東三國：新局勢與轉變 

評論人： 

崔進揆（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Sahand Faez（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The Effec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n Foreign Policy; Case Study of Turkey-ME 

Relations 

評論人： 

張景安（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228教室 5-F國際與國內政治連動 

主持人：劉泰廷（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發表人： 

Mor Sobol 莫少白（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From Jerusalem to Taipei: A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李辰諭（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研究助理） 

Personalism as an Autocratic Survival Strategy in the Face of Foreign Threats 

評論人： 

傅澤民（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發表人： 

駱俊丞（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外力介入與主權國家建構的互動關係之探討：以土耳其與中國為例 

評論人： 

唐欣偉（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