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學會 2020 年會暨
「新媒體時代下的解構與重構：公共治理、民主政治 與國際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
109 年 10 月 31 日(六)-11 月 1 日(日) 議程
年會第一日：10／31 星期六
10:15－10:45

會議報到

10:45－11:00

開幕式

11:00－12:00

主題演講：當疫病碰到政治：COVID-19 對自由主義秩序的打擊
（特邀貴賓：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吳玉山院士）
國際會議廳

12:00－13:00
第一場
13:00
－
14:40

午餐暨會員大會

A1：中美關係

主持人：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興起中的非西方多邊治理體系？
─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主導權擴張與美中
競爭

發表人：
胡聲平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烏凌翔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張文揚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發表人：
禇宏垚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唐欣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林若雩（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
教授）

何謂中、美「科技戰」？
論國家權力中的「科技」元素
從權力轉移理論分析當前美中新型大國關
係
B1：東南亞區域研究
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期間華人社群的定心
丸：印尼華報對假新聞的反擊
A Transit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Southeast: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alysis
小國外交政策研究：以新加坡經營習近平
治下的對中關係為例

C1：香港政治發展
香港「反送中」抗爭的網路問卷調查研究

發表人：
鄧峻丞 （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評論人：
林若雩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
發表人：
LEE, Andrew （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碩士生）
評論人：
林子立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丁少婷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孫采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合聘助理
研究員）
主持人：李宣緯（中研院社會所助理研究員）

發表人：
曹峻昌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
班碩士生）

中國大陸及香港接軌國際反避稅制度對台
商影響之分析

香港最低工資調整的政治經濟分析

D1：政治思想
論杜威的國際自由主義思想

「道通為一」：嚴復近代中國國家觀的建
構
E1 民主政治與疫病治理（一）
從身體政治到疫情政治：從東亞政教關係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變化檢視傅柯的生物
權力理論
從危機處理之法制層面觀點論德國之疫病
大流行防治策略與爭議
政府擴權或「安全化」之程度與其防疫表
現之關聯性研究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下的地方
治理~以身障機構兵棋演練為例
F1 政策倫理
政策設計的倫理

後真相語境下政策敘事的倫理困境與突圍

計畫管理的倫理:程序正義的追求

評論人：
李宣緯 （中研院社會所助理研究員）
發表人：
張家寧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
周志杰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
張弘遠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吳親恩 （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練暐妍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張弘遠 （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林炫向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韓保中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
林炫向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高夢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安井伸介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黃旻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王韻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
評論人：
張貴閔（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彭睿仁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
左宜恩（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譚偉恩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張永豪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黃旻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蔡春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王宏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主持人：林水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發表人：
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
邱志淳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欽春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林水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發表人：
陳志瑋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廖洲棚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推廣中心主
任）

輕推工具的政策倫理

G1 年會主題圓桌論壇（英文）
Roundtable 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Public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發表人：
石振國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陳敦源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主持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者:
廖達琪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
與談者:
洪敬富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與談者:
ADRIAN RAUCHFLEISCH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第二
場
15:00
－
16:40

A2：台美中關係

主持人：陳一新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
譽教授）

臺灣推動國際外援之跨文化影響因素：東
南亞國家的在地觀點

發表人：
鄧克禮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孫采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合聘助理研
究員）
發表人：
烏凌翔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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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朕祥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陳一新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
主持人：王順文（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兩強格局下的弱國戰略空間模型 –
重新檢視台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展望中的「文明衝突」因子

B2：中亞與中東區域研究
總統制的改革對土耳其中東政策的限制：
角色理論的分析
疫情下的新方向：蒙古國 2020 年國家大呼
拉爾選舉
交換與背叛:薩利赫與葉門共和國

C2：臺灣民意與選舉
以政治素人的民眾支持根基論台灣的政黨
版圖位移
初探網紅政治素人候選人與一般候選人選
舉結果——以台北市議員第三選區為例

發表人：
王順文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張景安（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巫佩蒂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評論人：
烏凌翔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發表人：
黃旻華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邱業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王順文（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黃凱苹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陳奕如 （東吳大學政治所碩士生）
評論人：
劉又升 （台大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探討政治人物應用社群媒體對青年族群投
票行為之影響－以 2018 台北市長選舉為例
D2：公民社會與參與（一）
公民社會的圖像與分析框架：理論脈絡的
探究
以社會資本觀點探討臺北市老人共餐活動以台北市敬老協會為例

政府開放資料加值運用之研究-以企業使用
者為例

E2：民主政治與疫病治理（二）
SARS 的歷史記憶與 COVID-19 的防疫成就

防疫政治學：臺灣 20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的網路問卷調查研究

疫情引發之民眾搶購行為成因探討-以
COVID-19 為例
F2：行政倫理
行政風格與鑑賞系統：文化理論導向分析

公務倫理的終極典型：敘事與省思

新世紀地方治理的倫理探勘：接地氣的行
政感動

中國大陸行政倫理研究現況

發表人：
林稟恒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生）
評論人：
陳品皓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趙永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人：
趙永茂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林均謙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研究生）
評論人：
李天申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系助理教
授）
發表人：
周仲璿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黃婉玲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
授）
主持人：朱景鵬（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發表人：
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
林水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
評論人：
朱景鵬（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發表人：
許淳皓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生）
余尚諺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生）
評論人：
郭銘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共事務所副教授）
發表人：
練冠葶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張珈健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主持人：黃榮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張世杰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評論人：
黃榮護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鄭錫鍇 （聖約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吳怡融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林錫銓 （亞洲大學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黃朝盟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
公共事務學院院長）
發表人：
邱志淳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黃璞 （廣東韶關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

評論人：
顧慕晴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G2：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推動

主持人：葛傳宇 （臺灣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
授暨國際透明組織會籍審查委員)

推動國軍廉潔教育，對軍校生有效嗎?以
「廉潔知識」測量視角分析

發表人：
黃政勛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葛欣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劉鴻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發表人：
葉一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郭迺鋒（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兼稽核室主
任）
張國偉（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林皆興（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兼觀光餐
旅學院院長）
發表人：
國防廉潔促進之公共管理策略：政府國防
蕭宏金（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廉潔指標（GDI）評鑑架構個案啟示
朱新中（義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葉上葆（高雄餐旅大學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學系教
授）
年會第二日：11／1 星期日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預測系統建置之初
探

第三
場
10:00
－
11:40

A3：中國大陸外交與對外關係（一）

主持人：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
授）

經貿因素與部隊訓練：中國在 2002 年後對
維和任務的部隊貢獻

發表人：
游智偉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杜承璋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
評論人：
郭銘傑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林穎佑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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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
黃惠華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孫國祥（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羅至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
系教授）

中共數位輿論戰的新運作與可能應對

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的
本質與限制：以對非洲外交軍事政策為例
B3：歐洲政治與對外關係
歐盟經濟外交戰略之實踐：以歐非夥伴關
係建構為例
EU’s Palm Oil Sanction: One Policy, Two
Results

發表人：
朱景鵬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
卓忠宏（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歐洲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周冠竹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生）
評論人：
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論英國脫歐對歐洲區域整合之影響—從保
守主義角度分析
C3：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政策

發表人：
尤志哲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研究生）
評論人：
羅至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主持人：袁易（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
員）

探索一種國際關係文化研究的新型態：文
化轉向、複雜系統、實踐轉向與歷史政治
學的啟示

發表人：
林炫向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
袁易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新冠疫情與解組中的自由國際秩序

發表人：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
陳欣之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國際關係研究」的「世界化」與「全球
化」：「全球國際關係研究」與「全球歷
史社會學」的匯合

發表人：
郭雪真 （陸軍官校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蔡育岱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
授）
發表人：
張凱銘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
教授）
評論人：
廖小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贊助戰略」應用：以
「索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執行經驗為分
析案例

D3：公民社會與參與（二）

主持人：楊婉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人權與正義，論死刑存廢與價值衝突

發表人：
陳膺昇 （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中尉學員）
評論人：
張子揚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發表人：
雅耿.鐵木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
碩士班碩士生）
評論人：
楊婉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鄭丁云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生）
評論人：
王貿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主持人：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的網
路問卷調查研究

「愛我好不好？」動物保護志願服務之研
究
E3：憲政制度運作與效應
新興獨立國家憲政體制研究：以東帝汶半
總統制運作為例
2020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選舉之探討－－
從魯曼(Niklas Luhmann) 「二階觀察」理論
析論之

發表人：
黃錦鐘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李鳳玉（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發表人：
周德富 （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
生）
評論人：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F3：行政廉能

主持人：林水波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
授）

貪腐容忍與倫理困境

發表人：
余致力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校長）
方凱弘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蘇毓昌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曾冠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教授）
發表人：
郭銘峰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事所副教授）
評論人：
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邱靖鈜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評論人：
楊戊龍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發表人：
盧俊偉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研究員）
評論人：
李長晏（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授兼法政學院副院長）
主持人：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社科院
副院長暨政治系主任）

官僚腐敗及成因探討：理論、實證與挑戰

揭弊者保護法的制度結構與期待效應

以地方創生提升區域正義：問題建構與對
策關聯探討

G3：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測量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量化問卷發展：2019
年國軍人員抽樣調查的實證分析

國防貪腐零容忍測量的虛與實？抽象式與
情境式問法的效度分析

國軍人員的國防廉潔評價對國軍廉政工作
滿意度的影響：GDI 五大構面的比較分析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GDI）多元利害關係
人的觀點

發表人：
李宗模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郭宗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黃信達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李宗模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
郭宗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社科院副院長暨
政治系主任）
發表人：
郭宗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
李宗模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羅清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郭宗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
李宗模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候選人）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人：
葉一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暨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第四
場
13:00
－
14:40

A4：中國大陸外交與對外關係（二）

主持人：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
授兼法政學院院長）

批判地緣政治理論與電影「我和我的祖
國」的地緣政治想像

發表人：
李亞明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所副教授）
陳華凱 （龍華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法政學
院院長）
發表人：
杜長青 （國防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
授）
評論人：
湯智貿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陳伍廷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經濟學碩士
生）
評論人：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再疆域化的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威脅：習
近平時期的觀察分析

革命尚未結束：中共官方用語之源流

B4：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

主持人：黃長玲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從民族認同論澳洲策略選擇

發表人：
賴郁璇 （國立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助
理研究員／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
士生）
評論人：
黃長玲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曾銘 （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博士生）
評論人：
童涵浦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蕭如文 （國立師範大學東亞研究所學生）
評論人：
陳嘉銘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什麼是「中國網路民族主義」？

民粹主義與自由主義式民主的挑戰

C4：公共治理與管理（一）

主持人： 蘇偉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授）

基層官員、代表性官員與公共服務輸送的
比較研究提案：以客語生活學校政策為例

發表人：
藍於琛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洪美仁（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事所副教授）
發表人：
高兢吾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陳思先（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呂育誠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郭又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
生）
評論人：
蘇偉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參與式預算下政策認知與政策順服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
地方政府推動人力資源管理創新之影響因
素相關概念的分析與應用

第五
場
15:00
－
16:40

D4：個人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
（一）

主持人：黃介正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副教授）

人類安全概念在南亞的發展與「應用」：
以印度人口販運問題為例

發表人：
蔡育岱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所教授）
秦其邑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所研究助理）
評論人：
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當代混合戰爭的作戰思維與實戰創新之研
究-以臺海混合戰爭的想定分析

發表人：
劉興祥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助理教授）
莊捷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博士生）
評論人：
林穎佑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
助理教授）

超限戰中的孫子兵法

發表人：
紀詠鈞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黃介正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E4：民主政治與疫病治理（英文）

主持人：顏永銘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Covid-19

發表人：
Ali Fattah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吳崇涵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

An Analysis: Indonesia’s New Norm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During Covid-19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Aspect

發表人：
Helen Dian Fridayani（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Muhammad Iqbal（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顏永銘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F4：年會主題圓桌論壇：新媒體時代下的
民主與治理

主持人： 楊盛昱 （世新大學副校長）

新媒體時代下的民主與治理

與談人:
劉嘉薇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與談人：
俞振華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與談人：
胡全威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專任副
教授兼任系主任）
與談人：
包正豪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暨全球發展學院院長）
與談人：
劉正山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胡龍騰（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C5：公共治理與管理（二）
民眾對貪腐認知與評價的變化：台北市兩
波調查資料的比較分析

發表人：
余致力 （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校長）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人：

目標明確對於公務人員從事組織公民行為
的影響：探討公共服務動機的中介效果與
繁文縟節的調節效果
台灣司法行政對司法人事升遷之影響

D5：個人安全、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
（二）
The Tragedy of Melos Prior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R
Theories
美國總統授權秘密行動的決定因素：以川
普政府暗殺伊朗軍事領袖為例
後冷戰時代韓國安全策略選擇的分析－鐘
擺現象與內部因素之探討
E5：文化、政治與國家
中國面對數位文化霸權的 5G 戰略（20182020）：行動戰略的觀點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文化與生態永續發展里
山韌性指標評估模式之研究-以南投仁愛鄉
南豐村東岸部落為例
文化創意產業的政治經濟學

Ｆ5：中國政治制度史

胡龍騰（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發表人：
詹幃棠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黃心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暨公事所副教授）
發表人：
黃宜婷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廖興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客座系副教授）
主持人：李明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發表人：
陳一新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
評論人：
王高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發表人：
陳偉華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盧業中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發表人：
吳博群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李明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主持人：紀俊臣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客座教
授）
發表人：
馬文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
士生）
評論人：
黃信達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王嘉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
士生）
評論人：
王皓平 （國立暨南大學學程兼任助理教授）
發表人：
吳若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副
教授）
評論人：
紀俊臣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客座教授）
主持人：張世賢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
系退休兼任教授）

德治與神話

宋代智庫體制之研究

清末地方仕紳推動新制教育之政治角色----

發表人：
顧慕晴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評論人：
林忠山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林忠山 （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翟子瑞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張世賢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退休兼
任教授）
發表人：
王立毅 （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

以福州地區為例
16:40
－
1700

評論人：
劉振仁 （首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