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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壹、基本資料 

一、課程名稱：印度太平洋戰略下的國際情勢發展 

 

二、學生姓名、系級、學號 

名字 莊詠棠 林彥廷 王昱翔 李權峰 

系級 工院 19 中文 20 外語 19 人社 21 

學號 

 

104030023 105041035 104042008 106048138 

 

名字 陳映澄 鄭高海 莊孝萱 蕭椀榕 

系級 材料 20 經濟 21 資工 21 人社 21 

學號 105031140 106072224 106062105 106048114 

 

 

三、學習領域：印太關係 

 

四、學分數：兩學分 

 

五、指導教師姓名：方天賜老師 

 

六、指導老師學經歷簡介： 

  方天賜老師為英國倫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博士，現任本校通識中心暨社會學

研究所合聘助理教授，曾獲本校 104 學年度傑出教學獎。擔任過中華民國駐印度外交

官、印度觀察家研究基金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訪問學者、中興大學當

代南亞與中東中心訪問學者、遠景基金會助理研究員、外交部薦任科員等。老師著有

The Asymmetrical Threat Perceptions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並與謝小芩教授合編《二十世紀前半葉的中印關係》(清華大學

出版社)。主要研究興趣為印度崛起、中印關係、全球政治經濟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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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容 

一、學習目標 

  2008 年，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前幾任政府錯誤的決策以及景氣的大環境影響，

過去在國際稱霸了五十年的美國在這時發展逐漸停頓，甚至有倒退的情形．同一時間，

中國開始逐漸崛起，並在許多亞洲的政策路線方針上與美國產生分歧，美國對這隻亞

洲睡獅的態度也從過去反恐戰爭及北韓問題時的拉攏到不得不警戒這隻亞洲睡獅的存

在．眼見雙方的國立極有可能在未來出現死亡交叉的情形，讓歐巴馬不得不把眼光從

中東拉回東亞．「重返亞洲」的戰略除了意在重振美國在東亞的聲勢，有一部份也著

眼於防止中國勢力的擴張。 

  

  然而 2016 年川普上任，其提出的「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政策使得歐巴馬在

亞洲的布局被打亂且重新洗牌．隨著退出 TPP 和幾度向中國示好的動作，川普一度被

認為其將要把亞洲大餅拱手讓給中國；但從貿易戰的開打和處理北韓問題的積極性上，

我們似乎又看到了跟上述不一樣的川普．也因如此，2017 的 APEC 會議及東協高峰會

上，川普提及其以「印太戰略」做為其的亞洲戰略便格外受到關注．與過去歐巴馬在

東亞處處防堵中國的方法不同．要將重心放在美國的川普無法投注更多資源在亞洲上，

然而也不願意見到中國壯大的他更看重了周圍國家的重要性，希望不單單只是美國，

東北亞、東南亞、甚至是南亞能成為共同戰線與中國對抗．在這之中擁有重要戰略位

置的台灣究竟會扮演什麼角色值得令人關注。 

 

  申請人分別來自指導老師方天賜的《小說與國際關係》、《比較政府與政治》、

《印度文明與當代社會》等與國際關係相關的課程，透過課程，我們不再忽視與我們

距離較遙遠的國際時事，開始積極的閱讀並理解每一則訊息，並以自己的視角去理解

分析每一個事件並找出之中的連結，以此實踐地球公民的責任，而不是是孤僻的在井

底夜鳴。 

 

  俗話說「弱國無外交」，但這句話早已在環環相連且瞬息萬變的國際關係中不再

適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家都打破了這個原則，在戰間還是現代都屹立不搖的站立

在歐洲心臟地帶的瑞士，運用國與國之間的矛盾裡找到安身立命之處的新加坡，都是

同為小國的台灣的最佳示範．我們認為，雖然新政府上任後我們與對岸關係逐漸冷凍，

並且我們的國際影響力也逐漸在縮小．但在這個息息相關的全球社會中，閉關自守決

不是台灣的選項，我們依然可以投過許多方式去建立我們的國際定位，如 NGO 參與或

是積極與外國建立非官方關係等；另外，儘管身為學生的我們力量還小，但我們也可

以透過與留學、接觸國際時事等手段與國際接軌，為台灣累積在外交上的「軟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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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我們希望進一步的成立印度太平洋戰略下的國際情勢發展自主研究小

組，以時事讀書會、訪談機構、定期投稿專欄、多媒體數位學習等互動性更高的方式，

讓我們除了以國際關係視角解析事件外，同時也帶入台灣視角，在全面拓展我們的視

野的同時，也積極地思考當中印美日等國家在國際戰場上合作連橫的同時，台灣究竟

要在這之中扮演甚麼角色才能為自己帶來最大利益。 

 

二、學習內容與方式 

1. 參觀與訪談 

  此次自主學習計畫中，我們擬將訪問以下單位，希望透過受訪者的經驗分享、訪

問者嘗試提問的過程，學習如何分析及整理受訪者給予我們的寶貴分享。此外，此項

計畫亦設計參訪外交部行程。渴望透過更近的距離，在台灣對全世界的窗口一探究竟，

同時練習如何設計問題和學習應對進退。 

 

預計訪談單位如下： 

(1) 外交部 

  中華民國外交部主管我國外交及相關涉外事務，依據憲法捍衛我國主權及維推動

積極和護國家利益，致力推動繁榮臺灣之外交政策以及強化國際地位之對外關係。致

力平的外交政策，建立與邦交國永續夥伴關係，和與我理念相近國家深化及廣化多元

領域實質關係，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持續爭取國際參與及做出具體貢獻，並透過經

濟援助及人道救援等政策，提升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優質形象。我國亦將積極參與國際

經貿合作之機制，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連結，開拓海外商機，協助臺灣經濟轉型升級。

我們也希望全面運用並結合民間、地方政府、青年世代和企業界的能量，共同推動多

層次與多面向的外交，讓臺灣成為「深化民主」、「自由選擇」、「永續創造」、

「和平解決衝突」的「亞洲新價值」的典範。由於同學們對外交事務興趣濃厚，多有

意願於職涯規劃中參與國際事務，因此參訪外交部的行程，希望可以實際走訪我國對

外關係的主管部門，了解國家外交政策走向及未來努力的方向。 

 

(2) 美國在台協會 AIT 

  美國在台協會是在 1979 年台美斷交後，美國國務院依據《台灣關係法》所設置的

非營利性民間機構，授權繼續「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的商務、文化及其他關係」，

同時也規定，「由美國總統或美國各政府機關所進行或執行與台灣有關的任何計畫、

活動或其他關係，應依據總統指示的方式及範圍，透過美國在台協會完成、執行之」。

其主要工作為處理與美國相關的事務。雖然其為民間機構，但由於擁有美國國會的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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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在台灣的辦事處也能辦理和領事館相同的事務，例如核發赴美簽證等業務。在其

運作上，由美國國務院提供其經費，而國會則是擔任監督的絕色。 

        有鑑於印太戰略起源於美國時任總統川普，我們認為欲了解及分析印太戰略，

勢必需要了解美方之立場。透過此次參訪機會，本組將更靠近美國政府駐台代表，並

且將會就其職域準備相應問題，以期分析美國政府對印太戰略的態度。 

 

(3) 印度台北協會(India-Taipei Association, ITA) 

  自從 1949 年 12 月 30 日，印度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中華民國便與印度斷

交。直到 1991 年，印度在納拉辛哈．拉奧總理的帶領下展開「東望政策」，透過與東

南亞國家的經貿交流，推動印度經濟邁向「全球化」，中華民國與印度的交流才重新

開始。1995 年 7 月，印度外交部在台灣設立「印度台北協會」；同年 9月，中華民國

外交部也設立駐新德里（已更名為駐印度）台北經濟文化中心。 

  台灣雖然非印太戰略要角，也與印度沒有建交；但是台灣的地理位置卻夾處在印

度與太平洋間，出口導向的經濟又極受國際情勢影響，此時台灣豈能置身於「印太戰

略」的影響之外？ 

  世界各國對印太戰略各有想像，但其中不可或缺的角色就是印度！有鑑於此，本

組設法連繫到印度台北協會（即印度駐台辦事處），並有幸獲得參訪機會。透過參訪，

我們期望可以從印度政府的角度審視印太戰略、同時本組也將探討迅速崛起中的印度

在國際可能會面臨的挑戰和困難。 

(4) 新加坡駐臺北商務辦事處（Singapore Trade Office in Taipei） 

  新加坡自過去就與台灣保持著若即若離的外交，前總理李光耀與台灣蔣家方面有

著不錯的私交關係，並因此開始了如星光計畫等的軍事合作，然而兩國卻自新加坡建

國以來卻始終未建交成為邦交國。與中國亦是如此，雖然新加坡於 1990 年與中國正式

建交，但卻是東南亞各國裡最晚承認中國的國家，且其外交傾向並未有顯然未在之後

全倒向中國，在兩岸關係上還是採取著較中立的態度。 

  新加坡駐台北商務辦事處於 1979 年成立，原名為新加坡貿易代表辦公室

（Singapore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並於 1990 與中國建交後改名，主要

處理商務問題和簽證發放等業務。其於 2010 年與台灣的駐新加坡臺北代表處展開貿易

協定談判，並於三年後正式達成協議，兩國正式簽下臺星經濟夥伴協定（ＡＳＴＥ

Ｐ），其不僅是台灣少數的對外貿易合作關係，也是我國第一個與東南亞國家簽署的

經貿協定，為台灣拓展東南亞市場做出了不少貢獻。也讓在此之前就相當穩定的雙邊

經貿關係得以有著更健全的發展。 

  身為新南向政策裡台灣需發展外交及經貿關係的國家之一，新加坡可以說是在此

之前與台灣最緊密連結的國家，除了同樣是華人的島國並且有著相同的被殖民背景外，

新加坡與台灣的崛起原因和時間也都十分的相像，然而相較持續有著不錯經貿成長的

新加坡，台灣的腳步可以說是停滯了相當久的一段時間，本組將藉由這次訪問的機會

探討近年來新加坡與台灣發展的差異性以及兩國未來是否有再進一步拓展關係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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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欄寫作投稿 

 

        專欄寫作投稿是將各次讀書會討論內容進行更完整的紀錄和彙整，在讀書會

的討論過程中，我們交換彼此不同的觀點，在會後，透過專欄寫作與投稿的形式，把

討論的成果整理並進行投稿。針對每次讀書會不同的議題，透過分析不同面向的國際

現勢，培養自己的寫作、表達以及評論能力，在真正進行投稿前，與組員和指導老師

進行內容的討論及潤飾，並且用共同文件的模式讓彼此互相觀摩。投書媒體就是一種

審視學習成果的方法，撰稿前先釐清自己的思緒及想法，透過討論的激盪最後再彙整

成一份完稿，若文章真的有幸被媒體所使用，就能使更多的閱聽人來審視我們的學習

成果，透過他們給的反饋進行更多元的思考。投稿的對象以網路媒體為主，例如關鍵

評論網、風傳媒、新頭殼……等，一個月投書一次作為當月的成果審視。 

 

3. 讀書會 

 

  有鑑於印太戰略是近一年來提出的新觀念，我們的研究方法將以時事新聞為主軸，

輔以過去歷史研究資料，分工研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四領域，透過分組研究

討論，將精力集中在專業領域上，達到深入學習的效果，透過三周一次讀書會討論的

形式構畫出該主題戰略在各領域上的綜合戰略目標，達到深入研究而不偏頗的學習成

果。 

  執行形式上以小組報告、組間團體討論為主要模式；相關資料採集則涵蓋新聞、

民眾評論、官方消息、公眾人物社群網站等，經過討論決定該資料與題目的相關性與

可靠性，去蕪存菁後彙整成該主題會議結論，以每次讀書會的會議紀錄為底稿，撰寫

成文章後投稿於各大專欄，預計目標為一個月一刊。 

 

 

4. 影視資料研究 

 

        申請人曾修習《小說與國際關係》，在課程中老師以不同的小說代入與此相

關的國際關係的概念，也帶入指定的小說改編之電影讓我們更清楚明瞭的理解劇情與

故事發展。 這次的學習經驗使我發覺小說與電影都是透過與人群親近的媒介，帶入創

作者想表達的意涵、想法。而影片更是以具象化的方式直接呈現在大家眼中，更為清

楚傳達自己概念也讓觀眾更輕易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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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擬與指導老師和團隊成員一同選擇與國際時事、國際議題、國際關係和其

歷史相關之影視資料，如紀錄片、電影、影集等等，透過不同影視製作者的角度，來

探討不同國家的角色及定位；此外，透過研究、討論，察覺其背後所隱藏的含義及觀

點，並經過比較影片中情境及現實情勢的發展或預知之異同，以達到更有效地分析及

預估國際情勢走向之目的。同時，也可透過影視作品的表現手法，來分析國家立場及

其欲傳遞給觀看者的視角，以及其預期對觀眾思想上、認知上所帶來的影響及根固。 

 

三、時程表 

周次 內容主題 進行形式 備註 

第一週 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戰略

(1) 

第一次讀書會 

  

依各自負責的國際

區域對該議題的影

響探討 

第二週 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戰略

(2) 

   

第三週 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戰略

(3) 

第二次讀書會  專欄寫作投稿 

相關書籍：羅柏‧卡普蘭著，《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 》 

第四週 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1) 第三次讀書會 依各自負責的國際

區域對該議題的影

響探討 

第五週 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2)    

第六週 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3) 第四次讀書會  專欄寫作投稿 

相關書籍：華盛頓州警夫人克萊兒，《美國，原來如此！走進偉大與荒唐共存的大

國日常 》 

第七週 X AIT 參訪 確切時間將配合受

訪人 

第八週 川普的「印太夢」亞洲戰略

(1) 

第五次讀書會 依各自負責的國際

區域對該議題的影

響探討 

第九週 川普的「印太夢」亞洲戰略

(2) 

  

第十週 川普的「印太夢」亞洲戰略

(3) 

第六次讀書會 專欄寫作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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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克雷‧錢德勒，阿迪爾．贊努巴伊著《重新想像印度：亞洲下一個超級

強國的潛力解碼》 

第十一週 X 新加坡駐臺辦事處

參訪 

確切時間將配合受

訪人 

第十二週 小國的外交(1)  依各自負責的國際

區域對該議題的影

響探討 

第十三週 小國的外交(2) 第七次讀書會  

相關書籍：劉必榮著，《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第十四週 X 印度台北協會參訪 確切時間將配合受

訪人 

第十五週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1)  依各自負責的國際

區域對該議題的影

響探討 

第十六週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2) 第八次讀書會 專欄寫作投稿 

相關書籍：顧長永，《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 

第十七週 X 外交部參訪  

第十八週 X 期末綜合討論 討論結案報告及成

果發表方式 

詳細參訪時間會視參訪單位的情況而改變 

讀書會負責人、紀錄共二職位由 8名成員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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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成果 

1. 參觀與訪談 

        如前所述，此方案主要著重訪問前的準備作業、訪談時的提問對答，以及對

訪談資料的整理歸納。且我們會將訪談過程製成稿件專文，收錄於作品集中並在期末

發表。透過以上方法，期待可以讓我們從不同於學生的角度看國際時事，再將所得所

或與自身經驗結合，提升自我剖析國際事務的視野。以達躋身巨人之間，眺望世界的

功效。 

 

2. 專欄寫作投稿 

        為了使讀書會所討論的內容及成果不只是侷限於我們組內成員的交流，我們

希望透過專欄寫作投稿讓更多人了解國際局勢的變遷，也因為每個月都需要投書一篇

至媒體，我們能就議題本身進行更細部的探討以及系統化地從不同面向分析國際形勢

的變化，學習在看待任何議題時不再僅用表面去看待事件的整體，而是用更宏觀的態

度去剖析事件本身。 

 

申請人相關著作： 

鄭高海，「屬於我們的台灣夢」，風傳媒，2017 年 11 月 28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364413> 

王昱翔，「文在寅的中國挑戰」，風傳媒，2017 年 6 月 2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272948> 

王昱翔，「緊急狀態延長-馬克宏的反恐聖戰」，風傳媒，7月 11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296130> 

林彥廷，「十九大後，習總書記將成為第二個毛主席？」，Yahoo 論壇，2017 年 11 月

27 日 

<https://goo.gl/AzxfY1> 

陳映澄，「從氣候變遷會議看中、德崛起與美國衰弱」，Yahoo 論壇，2017 年 11 月

27 日 

<http://t.cn/R3dg4wpl> 

 

3. 讀書會 

        在台灣的主流媒體報導中，報導資料主要是取決於該事件的話題性，而印太

戰略以美國總統川普提出，坐落於太平洋上的臺灣也是印太地區的主體之一，卻鮮少

見於主流媒體的報導中，而激起了我們對於此政策的求知慾，然而印太戰略是一個相

當大的國際戰略，涵蓋的部分是我們個人無法窮盡的， 透過讀書會的交流、定期整理

國際時事，不單強化對於整體印太戰略的了解，也透過主題式、領域分工式的讀書會

討論過程增強對於國際關係的敏感度、研究興趣，以期未來能以此經驗自主設計研究

方法、目標來研究感興趣的國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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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影視資料研究 

        預期可以透過影視作品的觀賞及探討，培養自身對國際關係相關之紀錄片、

電影等的識讀及剖析能力，能夠看到表面以下更深層的內涵及意義，及透過對比、分

析的方式，訓練出更加敏銳的洞察力，日後不論是在對國內或國際議題的判斷及思考

都會更加的多元及具有更佳的思辨能力。 

 

5.  書面報告 

        綜合以上四個預期成果，本團隊在學期末會將整學期討論、研究的結果，以

書面報告的方式呈現，也會將相關成品集結，以電子檔或其他方式公開發表，作為本

團隊的結案成果。 

 

五、參考書目： 

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 

方天賜、謝小芩合著《二十世紀前半葉的中印關係》 

方天賜，《前進印度當老闆：50 位清華大學生的「新南向政策」》 

顧長永，《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 

克雷‧錢德勒，阿迪爾．贊努巴伊，《重新想像印度：亞洲下一個超級強國的潛力解

碼》 

劉必榮，《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羅柏‧卡普蘭，《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 

華盛頓州警夫人克萊兒，《美國，原來如此！走進偉大與荒唐共存的大國日常 》 

 

參、指導教師意見 

一、☑ 我已詳閱「通識中心自主學習計畫之應行與注意事項」。 

 

二、指導老師關於本計畫之相關意見。 

  本計畫在撰寫前已與指導老師進行會議及要點討論。指導老師方天賜對相關構想

表示支持，並認為具有可行性，鼓勵本團隊進行申請，並允諾給予相關指導及支持。 

  

  本計畫成員與指導老師已成立臉書群組固定聯絡，俟計畫或核定後，也將定期會

晤及報告計畫執行進度及成果，以聽取指導教授的回饋意見及建議，確保能順利完成

計畫及達到設定成效。執行過程中若有窒礙難行之處，亦將隨時主動聯繫老師或相關

師長，尋求精進之道。 

  

指導老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