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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天賜 �授

六����師學經��介�

        ⽅天賜�師為�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關��⼠�現�本校�識��中

⼼副�授�兼⼈社院學⼠��社會學研�所合�副�授��度中⼼副主��臺

灣�度研�協會�會理事⻑�曾�本校104學年度�出�學��107學年度��

學院�出�學�����中�⺠國駐�度�交官��度��家研�基⾦會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訪問學者��景基⾦會助理研�員��交部 

��科員��

        ⽅�師�� The Asymmetrical Threat Perceptions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度當�闆:50位��⼤學⽣

的�南向政�》(國⽴��⼤學出�社)�並��⼩��授合�《⼆⼗世紀�半 

�的中�關�》(國⽴��⼤學出�社)�主�研�興�為�度���中�關 

���球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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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主題 �⾏⽅式 �註

�⼀� 計畫執⾏相關事項討論 ⼩組會議
確定�⼯���

�細�

�⼆�
�讀書⽬:
1.《哈佛��⾨
的國�關�課》

2.《�緣政治�
⾨�從50個關鍵
議題了�國�局

�》

CH 1-2
CH 1-4

讀書會
同步�⾏ Instagram

發⽂

�三�
CH 3-4
CH 5-8

讀書會
同步�⾏參訪 1 準
��Instagram 發⽂

�四�
CH 5

CH 9-10
讀書會

同步�⾏參訪 2 準
��Instagram 發⽂

�五� 相關影�賞析  讀書會
同步�⾏專欄寫作投

稿�Instagram 發⽂

�六� 參訪 1 參訪

確切�間��合採訪

單位�Instagram 
發⽂

���

�讀書⽬:
1. 《可�免的戰
爭��國���

平治理下的中

國》

2.《�太競��
�中衝�的�線

紀��中衝�的

�線��球戰略

競爭��點》

CH 1-6
CH 1-3

讀書會

同步�⾏參訪 3 準
��專欄寫作投稿�

Instagram 發⽂

���
CH 7-12
CH 4-6

讀書會

同步�⾏⼩論⽂題⽬

發想�Instagram 
發⽂

�九�
CH 13-17
CH 7-9

讀書會

同步�⾏⼩論⽂�題

��構構思�

Instagram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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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 2 參訪
確切�間��合採訪單位�

Instagram 發⽂

�⼗⼀� 參訪 3 參訪
確切�間��合採訪單位�

Instagram 發⽂

�⼗⼆� �讀書

⽬:《半
���緣

政治學》

CH 1-4 讀書會
同步�⾏專欄寫作投稿�

Instagram 發⽂

�⼗三� CH 5-8 讀書會 同步�⾏ Instagram 發⽂

�⼗四� ⼩論⽂寫作 讀書會
完成⼩論⽂初稿�容�寫�

Instagram 發⽂

�⼗五�
討論結�報告

�作品整理
⼩組會議

⼩論⽂�容�改�Instagram
發⽂

�⼗六� 期末報告�結 ⼩組會議 完成結�報告

壹、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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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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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政治可��是當�國�關�研��域的當紅�⼦雞�在世界��2023

年的當下�俄烏戰爭��步�⼀�年�中�之間的利益衝��各式競爭依

�在�續�⾏�伴��台積�在�國正式開�設廠��球晶��⾼科技供

應�的佈局����的⾯貌���同����平���來�的�三�� 

期�因�⾯對��國家為了應對「中國��」��之實�的政����平

的�度�相當值得關注�

台灣在�場�緣政治的衝��合作中��法置�事���論是臺灣⾃�的

戰略位置�是⾼科技晶�技�的掌握�都在國�中�演�重�的⾓⾊��

別是在明年�台灣��來��⼤��夾在中�兩⼤強國之間��何��⾯

對局���索出⼀��健的�路成了每⼀位關注中�台三⾓關�的�⺠所

重視的議題�

在當�的�球�世界��緣政治的影響不再只是兩個�國之間的衝���

牽⼀�⽽動���影響整個國�的���⽽當�的俄烏戰爭就是��的證

明�作為⽣活在臺灣的⼈們�我們���切�受到�緣政治對國�的重�

性�就�同不久�《經濟學⼈》�誌�台灣評�為「�危險�⽅」⼀樣�

兩岸局�的�定�否在��年引�了��國家的關注�⽽�國國�卿布林

��在不久��明兩岸關��「······�是�國的利益���世界其�國家的

利益······」



貳、研究動機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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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為研��緣政治�會是�下來的⼀⼤重點�不僅可�幫助

我們��當�國�關�下眾�議題發⽣的原因����讓我們在未來⾯

對兩岸議題�樣的「�緣政治」�����⼀個更加���理性的頭�

來�析�並�理那���問題�我們相信�對於每⼀位關⼼台灣未來的

�⺠是⼀堂不可或�的課��

針對本�的⾃主學�計畫�我們��「�緣政治的�險��會」為主

題�並在�個主題的�提下��別�討�下��⾨的�緣政治議題�

��「�國的�太戰略」�「俄烏戰爭」�「��平�三個�期對��

��的挑戰」�課��⾏的⽅式��讀書會�影�賞析�����授對

��⽅式�同�為了兼�學��實�的平衡��會�政府相關的�交部

會�⺠間��國的交�團��⾏訪��並輔���域的專家學者的對

��期��彼���的�討國�議題�互相交�意⾒�

在成果產出上�我們��個⼈投稿�個⼈投稿�影�⼼得�⼩論⽂��

��個⼈⾒�在社群��上�享�期�����樣的⽅式使彼���更

加��⾃⼰對�緣政治乃⾄於國�關�的論點�並���樣的學��讓

我們��培��判�析的�⼒�發展⾃��點�

本�參�⾃主學�課�之成員�����⽅天賜�師的相關課��並且

都��良�表現�對國��事的敏�度�在懷抱�想�更了�世界�國

�之����由��⾃主學��讓��於�緣政治��線的我們���

在學�中拓展國�視野����判思考�⼒�並對現�台灣的國��位

�局�更加了��



參、學習內容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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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

本���國�關���主題「�緣政治的�險��會」的相關書��⽽

�讀書會�會讓所�成員再詳細�讀�書���⾏討論�思���會�

合當下國��事來�⾏�⽅⾯的�討�更會讓每位組員都��會表�⾃

⼰的意⾒����和�較別⼈�⾃⼰的想法�使在���讓各位的思�

變得更加豐富��⾯��⽽���讀��書����⾏�元的討論之

��我們�為可�使所�組員擁�更完���元的國���

讀書會�定�讀書⽬�

1.《半���緣政治學》
作者�太⽥泰彥�出�社�野⼈出��出�⽇期�2022/08/31

本書��興產�—半��的⾓度切����緣政治結合晶�戰略��由�
析⼆⼗�國在半��產�的���劣���⼀步整合出各國真正的競合戰

略�讓讀者看⾒⼀顆⼩⼩的晶����何在�球�緣政治中掀��⼤海

嘯�除了剖析各國晶�戰略思維�本書���了半��產�的秘⾟�就�

是半��界的⾨�������了��視野⼤開�另��作者��⾃訪�

了�個半���司的�事⻑�⾼�主���現對�緣政治的�略思考�

2.《哈佛��⾨的國�關�課�國�關�⼤師�伊�你洞�局��掌握先
��佈局未來�》

作者�約�夫��伊, ⼤衛��爾許 �出�社����刊�
出�⽇期�2019/07/04 

在�個�球��代�沒�⼈��國�關��鉤�哈佛�授���讀者��

世界�⺠不�不�的國�關�學��本書⼤��為⼗個章��從何�國�

政治開���⼀步��國�衝��合作的⼯具�其技巧����⼀戰�⼆

戰��戰�重⼤國��史事件�洞�當�國�局���預先佈局未來世界

的發展�構想�本書���的語⾔和�史事件���介紹相互依存的世界

政治�從個⼈�國家和��三個層�；現實主義�⾃由主義和建構主義�

主��派的理論加��析�讓讀者從��理��評估世界⼤事�並提出屬

於⾃⼰的�點�



3.《�緣政治�⾨�從 50 個關鍵議題了�國�局�》
作者�帕斯卡‧��法斯�出�社��果出�社�出�⽇期�2021/04/26

⾄��「�緣政治」已經��在我們的⽇常⽣活之中��本書�稱「�緣

政治�佳�⾨書�」�作者��了五⼗個關鍵議題��出世界��動��

���怖主義��路戰爭���暖��⽂�衝��核⼦���太�戰爭�

�緣政治正⾯臨的挑戰；⼗五個主�的國家衝��危�；�國超�強��

西⽅獨�的終結�中國是否為下⼀個世界⾸強�⼗個結構性的趨����

許�值得�討的國�議題�⼀個國家的�理位置�就�定了它的命�和發

展嗎�本書�從從�緣政治的⾓度���讀者理�錯���的世界�

4.《 �太競���中衝�的�線��球戰略競爭��點》
作者� 羅⾥•梅卡爾夫�出�社���出��出�⽇期�2020/09/05

�於⽇益不�定的�太�域�本書主����中是否終�⼀戰��太��

�中��的�國是否�其�可����台灣在�間的⾓⾊為何�作者在書

中�成三個部���去�現在�未來��繪�太�域局�發展的�史�

景�⽬��太��的局��利益糾����未來�何發展��何可��

5.《可�免的戰爭��國���平治理下的中國》
作者� �克⽂�出�社�天下⽂��出�⽇期�2022/10/14

作者為�⼤利亞� 26 ��理���為現�世界發⽣⼤規�軍事衝�是可
�的�台海��的發展告�我們�中�在各個�域��域�海域的衝�正

在惡���國⾯對台灣的�度正在�⼀步激�中��爭�台灣或可�成為

點�中�戰�的關鍵�因�本書試���中�衝��為�在弦上的中�關

�找到�⽅�

7

參、學習內容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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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的勝���⼩制⼤的不對稱戰略��臺灣⼈都應了�的整�防
衛構想》

作者��喜明�出�社��經出��司�出�⽇期�2022/09/01

俄烏戰爭�發�來�台海����受到國�的關注�台灣��真實�況

�終難�被真正�����⻑�本書主�����為的台灣整�戰略構

想�對台灣�何「�免戰爭」�「嚇阻戰爭」�「打�戰爭」做出剖

析�闡�何為「不對稱作戰」�並��台灣國防��的�境��景�

1.《注定⼀戰�中��否�免�昔�德陷阱》
作者� 格�厄�・�利��出�社��旗⽂�，出�⽇期�2018/11/28

「�昔�德陷阱」代表�國�中國衝�的本質�作者�為「�國�先」 
�「中國�」和平共�的⽅式即是�破�昔�德陷阱�本書�為四個部 
��中國的����史的�訓�形成中的�暴�為何戰爭並��法� 
免�討論中�之間的�昔�德陷阱是�何形成�其本質�並提出�破� 
昔�德陷阱的可��未來�

參、學習內容與⽅式

讀書會參考�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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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賞析

除了就國�現�討論�緣政治��本學期��了兩部�國�關�相關的 
影��不僅可�頗析台海����的�緣政治關��同�對當代國家間 
的互動�更�度的了�；並且��賞�我們�會針對影�提出個⼈評析 
相互�享��⼀部�影主�講�中東��庫德�的�����國的介 
�；�⼆部是關於 1979 年�國駐伊朗�交官��德⿊�的���

1.《烏��會⾶》
伊拉克�影��當�伊拉克境�庫德�的��為�景�庫德�沒�⾃⼰ 
的國家���在中東�個國家中；當�在伊拉克境�受到海�政�的欺 
��雖�爾��國攻打海�政��庫德�的⽣活沒�改���正因為戰 
亂⽽��失所��⾄痛失家⼈�

參、學習內容與⽅式

影�賞析�定影��

2.《亞果出��》
講� 1979 年伊朗德⿊��發伊斯�⾰命��國駐伊朗⼤使��到抗議⺠
眾攻擊�加拿⼤協助�救出��的�國⼈���除了�史事件的��轉 
����可�從�交�免���國�伊朗之間的政治淵源��怖主義� 
墨�討�

三�����授會�

在本學期的學�當中�我們����間����授會����找出我們 
在⾃主學�中的�點��改�之��使我們在�析國��事��更加� 
⾯�在專欄寫作��⼩論⽂寫作的品質更加提升��讓我們在�學期中 
的⾃主學����更�出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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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

除了�讀�定書�和�賞影����實�⾛訪相關單位可使成員對於當

下發⽣的國�事件產⽣更��之�識�輔�對相關學者的採訪���使

成員對相關事件�更��訊來源��⽽產⽣較�刻之�悟�在本學期�

課��中�預計參��訪問之單位�下�

1. �交部
中�⺠國�交部為我國⾏政院的部會之⼀�並且為中�⺠國涉�事�的 
�⾼主��關�我國�交部主�⼯作是代表�理我國�其�國家的事 
����國家��海�國⺠之�⾼利益為主�⽬��我們希��在參訪 
�交部的��中�了�我國對��關之�作⽅式�涉�政�之執⾏�我 
國�交⼈員對當�國���之理��並了�台灣在國���變更下的對 
�政��未來展��

2. 國防部
中�⺠國國防部是主�我國軍事和國防事�的�⾼�關���亦��� 
�中�⺠國國軍部隊各單位之責����衛國家���維�世界和平為 
主��我們�知到台灣是台海議題�中�關�的�⾓�⼜�期俄烏戰爭 
使我們了�到國家��的重�性��由參訪國防部得�了�到台灣的軍 
事實⼒��⼀步了�我國⾯對國�問題的應對措�為何�

參、學習內容與⽅式

3. 對�關�協會
對�關�協會��為結合��私部⾨��三⽅�源���政府�⺠間各

界對�交事�的興�和關注�提供國�趨��析�期�引�各界對�交

事�的重視�並且⼤⼒推動中�⺠國參�國�組織��相關國�活動�

期���參訪對�關�協會�使成員�對現�國�局��更��識�並

了��年�緣政治問題對當代國�關��來的利���

4.⼤��員會 
由於⺠國76年��兩岸開訪���交�⽇漸頻�密切�因�⾏政院�� 
��組的⽅式成⽴「⾏政院⼤�⼯作會報」來協��關⼤�事��同� 
⽴法院訂定相關��為強�⼤�政�的執⾏�效率�台海問題�期升 
溫�參訪��會得�更加了�台灣�期對�政�之轉變或應對�略為 
何�



參、學習內容與⽅式

5. 海�兩岸交�基⾦會
成⽴於1990年11⽉21⽇�是我國辦理兩岸交�所衍⽣的⺠間組織�不�其
��授�����關為��會�因�為半官⽅組織�再者��其對⼝的 
�構為海協會�由於兩岸仍互不相��主��所�該�構�演關於⼤� 
��⽂書�證�應����使�����除參訪��會���由參訪海 
基會�可�了�兩岸⺠間交�的狀況�並且具�了�兩岸⼈⺠來往�主 
�國家間⼈⺠來往�何異同�

6. �國在臺協會 
�協會成⽴之⽬的是�國為因應�台灣終⽌�交政���⼀個中國政�

�因素�主��理�國�台灣之間的���⽂�交��其台�辦事�實

質辦理性質相當於�國⼤使���國於�年亞太���緣政治問題中�

演�⾓��由參訪該單位�可�知�了��國對於台海問題��中問題

�⾄俄烏戰爭的應對⽅針為何���們對於��議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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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台灣交�協會
為⽇本政府登記在�的�益財團法⼈�構�雖�義上屬於⺠間�構�但

實質上為我國�⽇⽅斷交�專⾨�理⺠間交��官⽅授�辦理的�事�

���年來我們看到⽇本為�國因應�緣政治的重�合作�伴之⼀��

由參訪該單位�我們可�知�⽇本對於亞太��議題的�度為何���

�年來⽇本的�交⽅針是否�所轉變�

8. 專家學者訪問
�年來亞太��為國�關�研�的重點�域�⼜台灣為台海議題中的重

�⾓⾊�因��許�台灣學者對於�緣政治研��相當的貢��本學期

⾃主學�希�����相關的國�關�學者�享其�點；⽽⼩組成員�

會根�各⼩論⽂主題�投稿�容��⾃⼰�興�的�緣政治議題向學者

提問�為我們的研��產出提供在⽂本上找不到的相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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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投稿

�讀�定書⽬為本讀書會學�之主軸�個⼈投稿則可讓成員�讀書會所

學的基礎�結合動盪的世界局��應⽤在⼼得發表��事評論�⽅⾯�

成員可獨⽴於讀書會�焦之�容�根�⽬�國��事�⾏�析�評論；

�可�根��定書�之�容��伸套⽤在「�緣政治」相關議題��寫

⽂章並投書�

因本課�為⼀⾃主學�課��故並未強制�求投稿����間�各位成

員可於學期間�意�間�寫�課�主題相關之⽂章並�⾏投稿��由個

⼈投稿�成員們可增加國��������發表個⼈�點培�個⼈的�

�思��⼒�

⼆�⼩論⽂

為讓學�成果�到更⾼⼀層⽔準�本屆讀書會效仿��屆的�式�預計 
�本會�成三組�各組在「�緣政治的�險��會」的⼤框�下��別 
製作⼀�不同⼩主題的⼩論⽂�⼩論⽂的�寫預計在學期中�動�約在 
���開��⾏題⽬發想�隔�定��題並��論⽂�構�期末完成初 
稿並�⾏�容校訂�

由於和個⼈投稿相��⼩論⽂寫作更具學�性質�成員�了個⼈投稿的 
經驗��對於學�⽂章的�寫會更加熟練��寫⼩論⽂�讓成員�學� 
成果發揮到更⾼層��⼩論⽂的�寫��半學期�上�期間成員可�根 
�⾃⼰在讀書會所��收的知識�����正⼩論⽂的�容�同��求 
⾃⼰主動�索相關⽂����除增��讀�⽂字表��⼒���培�⽂ 
��析�⼒�在學�成果上更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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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群��

�年社群��影響⼒�漸提⾼�因�本學期我們�擇�⽤上學期開設之

INSTAGRAM 帳��在原�的�絲基礎上發布貼⽂；並且�增影��
享�預期加�限�互動�⺠��計�析�⽅式向⼤眾傳�關於�緣政治

之議題�

貼⽂部����短��的����合主題的�⽂整理�向⼤家�享�期

國��事�����於每�固定�間�享讀書會的�容��度並�享⼼

得�影�部�則可�會由⾃主學�⼩組成員�整讀書會�讀書⽬�並拍

�影�上傳����書本⽂字轉為影�更容易�引⼤眾���限�動�

部�則�會��問����活動�⽅式��同樣對國�議題�興�的⼤

眾互�⾏動�交��

相較於⼩論⽂�個⼈投書�社群帳�的經���較��的⽂字�享⾃主

學�⼩組成員的個⼈�點��� INSTAGRAM 的功���期許⾃主學
�⼩組��由互動的⽅式�引更�⼈關注國�議題�

四�影�⼼得

在⾃主學�期間�預計��兩��影賞析��影�容�會�本⾃主學� 
⼩組的主題相關���影�的欣賞�可�對主題「�緣政治的�險�� 
會」�更�層的了��並在兩到三個⼩�之�了�當�國�上存在之� 
緣政治議題�成員必須在�賞完影��在讀書會上互相�享⾃⼰的�點 
�⼼得�並於期末�其�寫成⼀�⽂章�



伍、指導⽼師意⾒

⼀�         我已詳�「�識中⼼⾃主學�計畫之應⾏�注意事項」�

⼆����師對於本計畫之相關意⾒�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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