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中國政治學會 2021 會暨
「板塊挪移下的新世局：全球疫情、科技革命、強權爭霸」學術研討會
110 年 11 月 6 日（六）－11 月 7 日（日）

會議場次議程
年會第一日：11／06（星期六）
大會開幕會程
會議報到

10:10－10:40

地點：社會科學院東側三樓

開幕式

10:40－11:00

地點：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主題演講

11:00－12:00

特邀貴賓：余致力教授
（現任僑光科技大學校長/ 曾任世新大學副校長、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系主任）
地點：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午餐暨會員大會

12:00－13:20

地點：社科 403 教室

研討會分組場次
第一場

A1 強權競逐與爭霸（一）

主持人：

13:20

｜
15:00

蘇宏達（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社科院院長）
The Sino-U.S. Competition for Hegemonic
Leadership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發表人：
陳一新（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

The US Assurances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Five Eyes Countries’ Targeted Sanctions on
China
以美、中科技競爭初探霸權對科技國力的認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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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
蘇宏達（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社科院院長）
發表人：
蘇翊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何思因（淡江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林 彤（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張文揚（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B1 中國大陸外交與對外關係

主持人：
李明（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中國多邊主義的外交戰略：國際制度的軟平衡觀點

後疫情時期中共「疫苗外交」動向及其侷限

從古典現實主義探討習近平時期的中韓外交競合關
係

C1 科技與產業革命的政治學思考（一）

發表人：
邱昭憲（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吳崇涵（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黃秋龍（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兼任副教
授／展望與探索月刊研究員）
評論人：
李大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賀樺 （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生）
劉性仁（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
李明（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主持人：
左正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建構川普總統任內美對中「半導體戰略評估框架」

無人機時代的來臨對於世界經濟產業局勢的重新洗
牌

軍事科技 v.s. 民主和平：以無人飛行載具的戰場
應用為例

D1 公共治理與公共價值（一）

發表人：
烏凌翔（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李佳怡（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鄭碩凱（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生）、
蔣麗君（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羅正方（經緯航太公司董事長）
評論人：
左正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邱利冬（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沈明室（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主持人：
呂育誠（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數位轉型下公共治理之法制調適問題：以「監理沙
盒」機制為例之研究

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個人與組織績效目標之校準

東方公共服務動機?
－以儒家自我修養理論初探西方公共服務動機之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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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張濱璿（台北醫學大學醫療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兼
任助理教授）、
陳敦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廖洲棚（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心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副
教授）
評論人：
呂育誠（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張玲玲（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會計主任 ）
評論人：
許雲翔（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陳奕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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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

主持人：
鄧中堅（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民主共和國中的好人與好公民：托克維爾反盧梭

貿易與和平：民主和平論或貿易和平論

政治性視域下的概念史研究:重構科賽雷克對史密
特的繼受

F1 新冠疫情下的國家安全與國際關係

發表人：
陳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
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發表人：
賴榮璉（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鄧中堅（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發表人：
柯汎禧（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主持人：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
研究院院士）

疫情、經濟與軍事影響下的小國外交行為：菲律
賓、日本與中國的島礁 爭議之比較

「安全化」與防疫成效之關聯性研究：以 COVID19 為例

Covid-19 下台灣民粹主義與兩岸關係

G1 兩岸關係與互動（一）

發表人：
李季寧（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
沈有忠（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
研究院院士）
發表人：
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
唐欣偉（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蔡榮祥（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主持人：
寇健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研究員兼主任）

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統戰經驗與當代實踐

從新定義統一戰線的經驗分析框架: 以中共對台統
戰為例

中國對台統戰戰略分析—以各省策略進行比較

15:00

發表人：
游智偉（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寇健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研究員兼主任）
發表人：
王韻（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
周嘉辰（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陳姿潔（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王嘉州（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

中場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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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
第二場

（按照台大社科院規定，中場休息時間無法提供茶點。）

A2 強權競逐與爭霸（二）

主持人：

15:20
｜
17:00

盧業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COVID-19 疫情下的日美中關係發展：來自新冷戰格
局的挑戰和機會

中國「帶路倡議」與美國「供應鍊聯盟」之競合：
東協的視角

B2 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

發表人：
劉泰廷（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
盧業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鄧克禮（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評論人：
廖舜右（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主持人：
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習近平時期中共醫療保險政策和制度研究

領導調研、政策行銷，與習近平「系統觀念」的建
構

「國進民退」論爭與 2018 年後的中國大陸經濟發
展趨勢：與「國家資本主義」概念的對話

習近平時代經濟體制改革背後的政治邏輯-超越派
系途徑的討論

C2 科技與產業革命的政治學思考（二）

發表人：
陳煥森（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
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魏嬿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張弘遠（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發表人：
楊典穎（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王國臣（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
發表人：
劉夬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陶儀芬（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周韻采（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迎合、議價與競爭：從新能源汽車產業看中國大陸
的碎片化威權主義

中國國家、資訊服務中介者與個人用戶的三角權力
結構─以法律作為政策工具的觀點分析

資訊科技對中國市場管理型態之變化：以平安中國
為例

4

發表人：
陳思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
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林昕璇（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左宜恩（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周韻采（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鄭家琪（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評論人：
童涵浦（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D2 公共治理與公共價值（二）

主持人：
朱景鵬（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暨副校長）

營建循環經濟應用在後疫情時代區域永續發展之影
響研究

我國全民綠能屋頂政策之困境研究

政府回應性研究:以 2020 年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
「提點子」為例

E2 選舉制度與政治參與

發表人：
潘威佑（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
詹穎雯（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評論人：
鄭國泰（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教授）
發表人：
張皓翔（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吳舜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發表人：
李昱姍（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曾憲立（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聯立式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
－德國與紐西蘭國會選舉制度的比較

以試題反應理論多向度 RSM 模式探討政治情緒於青
少年前期測量上的適用性
─以 2020 總統大選選前一週情緒調查為例

以 O-S-R-O-R 模型探討網路政治性使用對於選舉參
與之影響—
臺灣 2020 年總統大選為例

F2 疫情下的國際外交與全球治理

發表人：
蘇子喬（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許友芳（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發表人：
陳彥君（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博
士生）
評論人：
俞振華（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發表人：
陳建安（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含電訊傳播碩士班)
碩士生）
評論人：
胡全威（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學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主持人：
連弘宜（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
院長）

中俄疫苗外交：蒙古「第三鄰國戰略」成效之初探

全球治理的意義：COVAX 怎麼了？

International System, Domestic Constraints,
and Leaders’ Images: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China Vaccine Diplomacy to Indonesia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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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巫佩蒂（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評論人：
連弘宜（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
院長）
發表人：
陳希宜（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辛翠玲（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發表人：
Tomy Waskitho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
李瓊莉（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人道主義還是經濟利益?-以中國疫苗援助東協為例

發表人：
詹騏瑋（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蘇翊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G2 兩岸關係與互動（二）

主持人：
趙永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惠台政策對赴陸台灣青年政治傾向之影響—以赴
京、滬、蜀、粵之學子為例

兩岸關係下台灣民眾的避險選擇－從「九二共識」
出發

發表人：
李皓倫（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曾于蓁（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呂哲安（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張貴閔（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年會第二日：11／7 （星期日）

研討會分組場次
第三場

A3 亞洲區域研究

主持人：

10:00
｜

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語言與記憶─哈薩克去俄羅斯化的脈絡分析

11:40
近期印度與斯里蘭卡關係發展及中國因素

Understanding Turkey's Changing Role Based
On President Erdoğan's Post-2014 Narrative

B3 歐洲議題與區域研究

發表人：
趙竹成（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評論人：
魏百谷（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方天賜（國立清華大學教育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
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發表人：
葉福康（國立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博
士生）
王順文（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崔進揆（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主持人：
羅至美（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英國公投脫歐解析

發表人：
李昌麟（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授）
評論人：
羅至美（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黃奕琳（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
評論人：
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難民危機與歐洲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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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主持人：
袁

國際關係「美學轉向」、「視覺轉向」與學科危
機：視覺化國際關係的學科爭議

國際關係「關係性」、「關係轉向」與「關係理
論」之研究：關係的國際關係研究及其反思

青年凱因斯的國際關係思想：凱因斯對《凡爾賽條
約》與和平發展分析之研究

D3 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一）

易（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發表人：
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評論人：
袁 易（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發表人：
郭雪真（陸軍官校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
黃瓊萩（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韓保中（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賴玟霖（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學生）
陳奕辰（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學系太空組學生）
黃宇訢（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學生）
評論人：
林炫向（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持人：
蘇彩足（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授）

綠色治理的財源籌措議題及挑戰: 以地方政府綠色
公債為例

「退?不退?這是個大問題!」年金改革對退休選擇
之影響:以臺北市公立國小教師為例

新冠肺炎下地產地消政策之研究－以台南市為例

E3 選舉運作與政治相關效應

發表人：
陳立剛（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
張四明（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呂季蓉（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謝宜育（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陳敦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評論人：
蘇彩足（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授）
發表人：
吳政一（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碩
士生）
楊永年（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
授）
評論人：
李翠萍（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主持人：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Its Impact to the Indonesian & Taiwan Stock
Market: A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Approach

政治參與的社會距離效應—政治極化與異質意見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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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Muhamad Iksan（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洪綾君（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Chandra Wijaya（Profess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評論人：
黃秀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華樹華（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王靖興（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民投票相關性之探索性研究

發表人：
李志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廖興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顧之馨（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評論人：
莊文忠（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F3 疫情政治與政策

主持人：

總統大選無效票率的空間因素：2012、2016、2020
年

陳淳文（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防疫與人權之兩難-論新冠疫苗強制接種義務之可
行與爭議

日本緊急事態宣言(2020 年至 2021 年)之政策變遷
分析：多元流模型觀點

新冠肺炎全球化的政體防疫特殊性—美中兩國防疫
作為之比較分析

第四場

A4 國際安全議題

主持人：

13:00
｜
14:40

發表人：
彭睿仁（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資策會科
技法律研究所研究員 ）
評論人：
陳淳文（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發表人：
林木源 （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
陳建仁（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尤志哲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碩士生）
評論人：
郭銘傑（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Nuclear Weapons Regime and the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21 世紀初期美國戰略收縮的理論分析

中國軍事威脅對 Quad 的影響：威脅平衡與準同盟
概念的分析

B4 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一）

發表人：
Yavor Kostadinov 森亞博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與外交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評論人：
袁 易（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發表人：
陳麒安（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評論人：
廖小娟（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湯廣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褚宏垚（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主持人：
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以文字探勘資訊分析政治人物形象特質及認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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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張正儀（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研
究生）
袁鶴齡（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授）
評論人：
張佑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Covid-19 疫情爆發後誰最得利? 台灣政治人物支
持度變化的分析

不文明的時代：線上政治討論對網路論戰意圖的效
果研究

C4 強權競逐下的東南亞

發表人：
許良亦（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李易修（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蕭怡靖（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發表人：
張睿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研究生）
評論人：
劉嘉薇（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主持人：
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從「權力平衡理論」析論川普政府南海政策

重新檢視中國與東協「一帶一路」合作關係：「中
國特色區域主義」浮現？

國際援助對東南亞民主化的影響：以日本與中國為
例

D4 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二）

發表人：
唐志偉（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楊靜怡（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郭甘露（陸軍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評論人：
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黃錦鐘（國立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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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人：
王婉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
顏永銘（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郭昱瑩（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公教分途的實然與應然—以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校外兼職管制為焦點之評估

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變革之初探
—從普悠瑪事件後談起

F4 疫情影響下的政治學思考

發表人：
紀茂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事室主任）
賴怡樺（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郭昱瑩（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發表人：
蔡佳玲（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李天申（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
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從疫情下印尼政府的應對政策探討互助合作的文化
—以互助合作疫苗為例

威權韌性與民主衰退？─中國與美國新冠肺炎防疫
政策之比較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Handling Covid19: Case Study in Jakarta Province of
Indonesia
9

發表人：
鄧峻丞（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評論人：
林若雩（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發表人：
陳鵬升（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生）
周育仁（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評論人：
吳重禮（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發表人：
Muhammad Iqbal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楊永年（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武漢起「疫」-從《方方日記》初探封城期間的國
家與社會關係

14:40

中場休息時間

｜
15:00

第五場

（按照台大社科院規定，中場休息時間無法提供茶點。）

A5 國際安全、戰爭與危機決策

主持人：

15:00
｜

評論人：
張鎧如（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發表人：
宋定強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蔡文軒（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翁明賢（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不完全訊息與戰爭爆發：一個情境模擬的隨機實驗

16:40
繼承戰爭：美國總統撤軍決策中的「情報政治化」
因素

從文字探勘研析政府危機溝通策略－以 2016~2018
斷交事件為例

B5 社群媒體與政治參與（二）

發表人：
郭銘傑（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陳若蘭（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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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介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蘇怡帆（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
士生）
袁鶴齡（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
授）
評論人：
許耿銘（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主持人：
楊婉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
長）

How political parties use social media for
campaigning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hana,
Kenya and Nigeria

「認知作戰」概念重探

臺灣民眾的政治情緒：以 2020 年總統選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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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人：
林駿棋（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比
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媒體研究所博士候選
人）
Mateusz Cytarzyński（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
廖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評論人：
楊婉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
長）
發表人：
廖偉鈞（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劉名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蔡佳泓（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兼主任）
發表人：
謝雅婷（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
蔡奇霖（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C5 國際經貿、國際組織與安全議題

主持人：
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夥伴關係外交與中共在海灣地區直接投資之關係：
調節式中介模型

鈔票或核彈？核武和平論與貿易和平論之再檢視

以雙層賽局理論分析蔡英文政府開放美豬美牛進口
政策

D5 身份認同與族群政治

發表人：
何其頴（國防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評論人：
薛健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發表人：
李欣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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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評論人：
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林品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
蒙志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2020 年總統選舉客家族群改投給蔡英文
嗎?客庄與非客庄的分野

諸葛孔明是哪位？民眾對 108 課綱態度的
網路問卷調查研究

檢定台灣的種族主義：以 2019 新冠病毒肺
炎與譚德賽為例

從社會認同理論觀點分析香港社會的矛盾與分裂

16:40

發表人：
湯晏甄（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專案
助理教授）
評論人：
吳親恩（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發表人：
閻方婷（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碩士生）
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評論人：
陳陸輝（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發表人：
余尚諺（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碩士生）
許淳皓（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碩士生）
楊仕樂（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
評論人：
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黃典本（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生）
劉性仁（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
蘇偉業（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中國政治學會 2021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
1700

閉幕式
地點：社科 4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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