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兩岸與全球化」
政治大學暨國防大學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
議

程

時間：2017 年 12 月 5 日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時間

議程活動

09:00~09:30

會議報到

開幕致詞

09:30~10:30

地
點：政治大學綜合院館五樓國際會議廳
貴賓致詞：政治大學副校長張昌吉教授
國防大學副校長暨戰爭學院院長丘樹華中將
賓：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江明修教授
貴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邱稔壤教授
開幕演講：政治大學經濟系莊奕琦特聘教授
講題：兩岸與亞洲區域經濟發展: 沒有輸家的全球化
(Taiwan, China, and As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 Globalization without Losers）
拍攝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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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第 1 場次
中共軍事與戰略（一）

第 2 場次
中共軍事與戰略（二）

第 3 場次
國際組織與國家安全

（綜合院館 270108）

（綜合院館 270109）

（綜合院館 270110）

主持人：王信賢教授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暨國
際事務學院副院長）
發表人：
郭哲維
中共「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與
發展趨勢（評論：王信賢教授）
主持：3 分
發表：12 分/人
評論：7 分/人
回應：3 分/人

盧柏樹
中共軍改：戰區與一體化聯合作
戰（評論：甯方璽教授）

主持人：沈明室教授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連洪彰
中共積極防禦戰略演進—軍事戰略（評
論：沈明室教授）
陳銘澤
由「一帶一路」經濟戰略論中共新型態
人民戰爭（評論：沈明室教授）

張玲玲
蘇家弘
習近平時期解放軍「群眾工作」之研析
中共海軍戰略思想之發展
（評論：薛健吾教授）
（1949-2017）
（評論：杜長青教授）
嚴國倫
由中國與外軍海上聯合軍演看海
軍外交（評論：杜長青教授）

陳定槤
人際傳播理論於國共內戰的解釋與影響
（評論：薛健吾教授）

主持人：連弘宜教授
（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兼主任）
發表人：
Otgontseren Tserenpurev (Ooggii)
The Mongolian Armed Force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2003-2017)（評論：連弘宜
教授）
Londiwe Charity Alamini
The Link between Drought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Swaziland（評論：邊光昶教
授）
Alfredo de la cruz
Water Law and Its Importance for
Dominican Republic（評論：邊光昶教授）
Hussein AL HASAN
The United Nations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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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評
論：魏玫娟教授）

評論人：
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
長暨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
甯方璽（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
杜長青（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
教授）

評論人：
沈明室（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
所長）
薛健吾（政治大學東亞所助理教授）

午餐

12:00~13:00

13:00~14:20

主持：3 分
發表：10 分/人
評論：7 分/人

評論人：
連弘宜（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兼主任）
邊光昶（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魏玫娟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
授兼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程主任）

第 4 場次
日本外交政策與臺灣國防政策

第 5 場次
東南亞區域研究

第 6 場次
援外與非傳統安全

（綜合院館 270108）

（綜合院館 270109）

（綜合院館 270110）

主持人：黃瓊萩教授
主持人：陳永福教授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兼國際研
（政治大學社科院兼任講座教授）
究英語碩士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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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袁易教授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回應：3 分/人

發表人：
Edwin Cruz Aspajo
發表人：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李蔚琳
發表人：
natural disasters in Peru and it’s
安倍時代的東南亞外交政策：以越 Nguyen Cong Tung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南為客體（評論：李世暉教授） How Confucius Institutes Penetrate into
security national-case phenomenon EL
Global Culture: the case of Vietnam（評
NIÑO 2017（評論：袁易教授）
蔣緯達
論：石之瑜教授）
安倍政府之防衛政策：以第二任內
Manoj Kumar Panigrahi
閣為例（評論：李世暉教授）
Patrick Dave Bugarin
Foreign Aid Comparison in South“Terrorism” in an ASEAN-Centric
comparative cases of India and China in
許勝富
Regional Security Order（評論：蔡季廷
Nepal（評論：劉曉鵬教授）
我國國機國造政策發展與未來（評 教授）
論：郁瑞麟教授）
Theo Poward
劉安恬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Cross-Strait
邊邨人
Vietnam’s strategies on the South-China
Relations（評論：劉曉鵬教授）
中外警察任用制度比較分析（評
Sea Dispute（評論：蔡季廷教授）
論：高佩珊教授）

評論人：
李世暉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
學程教授兼主任）
郁瑞麟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
理教授）

評論人：
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蔡季廷（ 台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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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袁易（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
員）
劉曉鵬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
授兼所長）

高佩珊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安全
系副教授）
休息

14:20~14:40

14:40~16:00

第 7 場次
臺灣發展研究

第 8 場次
國際關係與國家安全

第 9 場次
東南亞國協與中國大陸發展

（綜合院館 270108）

（綜合院館 270109）

（綜合院館 270110）

主持人：黃基禎教授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兼國際學程主任）

主持：3 分
發表：10 分/人
評論：7 分/人
回應：3 分/人

發表人：
Mark Christopher Brett
A New Theory of Divination:
traditional Taiwanese aboriginal
practices（評論：官大偉教授）
Cheng-Cheng Li
Politics of Extractive Governance
in Nan’ao River Basin: Atayal
People and Socio-environmental
Struggles（評論：官大偉教授）
Tyler Prochazka
Taiwan’s Basic Income

主持人：白仁德教授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兼社科院副院
長）
發表人：
曾維正
21 世紀中共地緣戰略觀下的台灣戰略價
值（評論：白仁德教授）
劉弘彬
人道精神與國家安全的兩難：以歐洲國
家處理敘利亞難民為例（評論：魏百谷
教授）
方 淇
美日澳印對話機制之戰略意涵（評論：
魏百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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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楊仕樂教授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Broto Wardoyo
The Tale of Three Reforms: comparing
military, police and intelligence reforms
in Indonesia（評論：楊仕樂教授）
Gugel Lin
China’s Rise and the BRICS: dawn of a
new development policy? （評論：楊仕
樂教授）
Rachel Su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Movement: on the feasibility of
UBI in Taiwan（評論：黃基禎教
授）

葉人誠
武裝衝突法對網路戰規範的發展與限制
（評論：郁瑞麟教授）

Integration after China’s 19th Party
Congress（評論：王信實教授）
Robert Williamson
SOE Reform and Foreign Learning in
China（評論：王信實教授）

Edger Maldonado
Potential Threats of Visa-Free
Policy to Taiwan（評論：黃基禎教
授）
評論人：
評論人：
魏百谷（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 兼俄羅斯研究所所長、中東與中亞碩士
黃基禎（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 學程主任）
郁瑞麟（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教授）
賦歸

16:00

主辦：政治大學、國防大學
協辦：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
政治大學社科院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程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東亞研究所、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程
承辦：政治大學社科院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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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楊仕樂（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
王信實（政治大學經濟副教授兼應用經濟
與社會發展英語碩士學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