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十七屆夏令研習營

全球視野、
在地鏈結與在地共生

7.11 - 7.16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跨界創新與前瞻論壇

2022年07月11日-07月16日
（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可協助住宿安排）

活動時間

招募簡章

 你想提升全球視野與關係網絡嗎？

 你想將來到海外實習與工作嗎？

 你想和產官學界菁英交流與對話嗎？

 你想體驗市場運作實務嗎？

 你想體會在地共生/創生的實踐嗎？

請參加第17屆夏令研習營

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36號）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F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64號）

活動地點

新台幣4,000元

活動費用

詳見簡章，擇優錄取50名

報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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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資訊

07.11(一) - 07.16(六)時 間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地 點

$4,000費 用

擇優錄取50人名 額

住宿自理，如有需要，主辦單位可協助安排
（共6晚）

住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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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課程重點

 提升全球視野與市場鏈結

 落實交流與社會實踐歷練

 強化青年交流與多元對話

活動主旨

對全球治理、市場創新與鏈結，

以及對在地共生有興趣的大專院

校高年級學生、碩博士生、僑、

陸，與外籍生或畢業生皆可報

名。

招生對象

 全球布局與地緣政治

 國際格局與市場鏈結

 企業治理與在地共生

課程重點

 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36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64號）

 新北市、桃園市等參訪地點

活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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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研習營期間將舉辦議題簡報分

組競賽。

 優勝組別可獲得超商禮券

議題簡報分組競賽

 提升學術表現

 開拓國際視野

 社會對話互動

 優質理念分享

 強化全球鏈結

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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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時間／日期

7月11日 7月12日 7月13日
一 二 三

09:00-10:20

08:00-08:30
報到

9:00集合/出發

現階段兩岸情勢與政策

講者：邱垂正
（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08:30-09:10
開幕式

講者：陳德昇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10:00-12:00
在地社區服務與地方創生：

龍潭高原社區與案例

講者：黃玉琴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09:20-10:30
美中台三角關係：趨勢與挑戰

講者：何思因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教授）

10:20-10:40 小組時間/休息 休息

10:40-12:00

10:50-12:10
城市治理

講者：柯文哲
（台北市長）

當前兩岸軍事風險與挑戰
講者：陳永康

（海軍備役上將）

12:10-13:00
12:30
午餐

12:00-13:30
午餐／休息
龍潭高原社區

12:10-12:30
午餐分享：

夏令營参與和就業經驗分享
講者：鄭凱中

（富采集團投資管理室副理）

12:30-12:50
霍特獎競賽參與、經驗分享

講者：呂杰奕
（政治大學中文系）

13:30-15:00
在地共生/創生實踐與應用

講者：陳欽春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14:00-15:00
企業參訪：
北田食品廠

迦納跨界投資與在地共生
講者：張小惠

（彰化鹿鐤國際同濟會創會會長）

15:00-15:30 休息

15:00-16:00
企業在地經營與管理

講者：吳春波
（聯豐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休息

15:30-17:30

15:30-17:00
國際合作新視野：

永續發展實務

講者：項恬毅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15:30-17:00
全球治理的新面向：

氣候變遷的挑戰

講者：冷則剛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

17:30-18:00 自由活動 回程 自由活動

18:00-20:00
17:30-19:00

社區治理：文山區忠順社區
講者：曾寧旖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里里長）

貓空
（歡迎晚宴）

17:00-19:30
三峽甘樂食堂晚餐
在地公益分享會

講者：林峻丞
（甘樂文創執行長）

小組討論

20:00-21:00

地點
達賢圖書館
8F達賢講堂

桃園龍潭/三峽
達賢圖書館
8F達賢講堂4



課程表
時間／日期

7月14日 7月15日 7月16日

四 五 六

09:00-10:20

7:30集合/出發

NFT運作：案例與實務

講者：孫善一
（雙鏡宇宙智能公司）

習近平的政治性格
與對台可能影響

講者：寇健文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8:30-10:30

北海岸萬里淨灘

10:20-10:40 休息 休息

10:40-12:00

11:00-12:30
海鮮午餐

全球化市場與網紅經濟趨勢

講者：何鳳玲
（里仁財務管理公司執行長）

兩岸國家社會關係比較：
風險與衝擊

講者：王信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12:10-13:00
12:10-13:00

午餐
12:10-13:00

午餐

13:30-15:00
13:00-15:30

海岸風情咖啡／陽明山攝影

年輕世代的全球競爭力培養

講者：周筱玲
（元大期貨副董事長）

分組競賽/頒授證書
評審：張顯超、林義鈞、陳德昇

15:00-15:30

16:00-20:30

大稻埕風情/
在地創生實踐

休息

賦歸

15:30-17:30

美中貿易戰
與國際談判特色

講者：徐純芳
（前國貿局副局長）

17:30-18:00 自由活動

18:00-20:00 18:00-20:00
惜別晚宴：

高育仁先生
（前臺灣省議會議長）

20:00-21:00

地點 北海岸/大同區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F國際會議廳/
深坑福容大飯店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F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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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布局（政治）

課程 講師／現職

1 台北市政治理 柯文哲（台北市市長）

2 當前兩岸軍事風險與挑戰 陳永康（海軍備役上將）

3 現階段兩岸情勢與兩岸政策 邱垂正（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4 僑務工作創新與市場鏈結 童振源（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5 全球治理的新面向：氣候變遷的挑戰 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

6 兩岸國家社會關係比較：風險與衝擊 王信賢（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７ 習近平的政治性格與對台可能影響 寇健文（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８ 中美貿易科技戰與國際談判策略 徐純芳（前國貿局副局長）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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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與講師

課程 講師／現職

1 NFT運作：案例與實務 孫善一（雙鏡宇宙智能公司）

2 國際外援與實習服務 項恬毅（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3 全球化市場行銷：網紅行銷策略與案例 何鳳玲（里仁財務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

4 年輕世代的全球競爭力培養 周筱玲（元大期貨副董事長）

5 迦納跨界投資與在地共生 張小惠（彰化鹿鐤國際同濟會創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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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鏈結（經濟）



課程規劃與講師

課程 講師／現職

1 在地共生/創生、實踐與應－大稻埕案例 陳欽春（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2 三峽在地公益分享會暨晚餐 林峻丞（甘樂文創執行長）

3
在地社區服務與地方創生：龍潭高原社
區與案例

黃玉琴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4 競爭力和行銷：龍潭北田食品廠 吳春波（聯豐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5 社區治理（文山區忠順社區） 曾寧旖（台北市文山區忠順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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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共生/創生（社會）



課程規劃與講師

課程 講師／現職

1 歡迎晚宴—貓空 主辦單位

2 夏令營參與和就業經驗分享 鄭凱中（富采集團投資管理室副理）

3 夏令營參與和霍特獎競賽參與、經驗分享 呂杰奕（政治大學中文系）

4 北海岸淨灘 主辦單位

5 大稻埕風情/地方創生實踐 主辦單位

6 惜別晚宴 高育仁 （前臺灣省議會議長）

7 分組議題簡報競賽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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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交流與實務應用



現職：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教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政治學博士

經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何思因

課程規劃與講師 精華師資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經歷：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長

經歷：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

陳德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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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演講順序排序

柯文哲

現職：台北市市長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臺大醫院急診部醫師

經歷：臺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經歷：臺大醫學院教授



陳欽春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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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恬毅

現職：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

學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碩士

經歷：駐科威特代表

經歷：中華民國駐諾魯共和國大使

經歷：外交部經貿司副司長

精華師資

現職：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經歷：台北大學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學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經歷：台灣社區治理專業評審

經歷：彭婉如基金會董事

現職：桃園市高原里總幹事

經歷：桃園縣龍潭區高原社區發展協會負責人

經歷：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長

經歷：桃園縣高原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黃玉琴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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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師資

林峻丞

現職：甘樂文創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經歷：社團法人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 秘書長

學歷：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

經歷：青見新北 委員

經歷：甘樂誌 總編輯

經歷：民間全民電視公司 執行製作

現職：聯豐國際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

經歷：中小企業經營領導專家協會輔導理事長

學歷：中國政法大學博士

經歷：利榮刷子有限公司廠務經理

經歷：聯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課長

吳春波

現職：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經歷：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任機要秘書

經歷：立法院國會助理

邱垂正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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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師資

現職：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諮詢委員

學歷：美國海軍戰爭學院1997年班

經歷：國防部軍政副部長

經歷：第5任海軍司令

經歷：第7任國防大學校長

陳永康

現職：鹿鐤國際同濟會創會長

經歷：深圳市美麗丹妮卡美容有限公司美容連鎖創業講師

經歷：台灣丹妮卡生物科技負責人美容連鎖創業指導老師

經歷：西非迦納GAI投資公司中國招商代表總監

張小惠

現職：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學歷：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府與外交系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經歷：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冷則剛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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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師資

張顯超

現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陸委會法政處正、副研究員

經歷：聯鼎法律事務所國際投資部門

現職：臺北市文山區忠順里里長

學歷：銘傳大學會計系

經歷：忠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經歷：天主教耕莘醫院志工隊長

曾寧旖

現職：雙鏡宇宙智能公司

學歷：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經歷：台灣文創產業卓越中心召集人

經歷：藏光院會所主持人

孫善一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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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師資

現職：里仁財務管理顧問公司執行長

學歷：美國南加州大學高階經理工商管理碩士

經歷：中國人民大學特聘研究員

經歷：台灣亞馬遜國際行銷公司董事

何鳳玲

現職：元大期貨(股)公司副董事長

經歷：台灣期貨交易所董事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華僑銀行 董事兼副總經理

經歷：寶來證券 經紀事業部 總經理

經歷：寶來證券 經紀事業部 執行副總

周筱玲

現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顧問

學歷：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

經歷：經濟部國貿局副局長

經歷：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商務秘書

經歷：經濟部經濟參事

徐純芳



課程規劃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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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師資

現職：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經歷：台灣省議會議長

經歷：台南縣縣長

經歷：立法委員

高育仁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博士

經歷：台灣政治學會理事長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主任秘書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寇健文

現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學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經歷：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

經歷：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研究部副研究員

王信賢



課程規劃與講師

鄭凱中

現職：富采集團投資管理室副理

學歷：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經歷：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經歷：資策會產業情報所分析師

經歷：永豐金控永豐銀行法人金融部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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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經歷：小米集團人力資源部 實習生

經歷：Lalalocker 商業開發部 實習生

經歷：公勝保險經紀人公司 實習生

呂杰奕

精華師資



為什麼要參加今年的研習營？

1.提供產官學界名師交流對話機會

2.提供全球參與和海外實習機會

3.參與淨灘活動提供社會志工時數證書

4.社會地方共生與創生實踐歷練

5.分組團隊合作與競賽機會

6.結訓頒發研習證書

 17年經驗傳承

 學術能力提升

 市場經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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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國際視野

社會人文關懷

強化在地鏈結



報名方式

 個人報名：
請備齊報名表、個人成績單，以附檔方式
E-mail至 2022cssc@gmail.com，來信主旨
註明「2022研習營-(姓名)」。報名截止：
2022年5月31日。

 團體報名：
請備齊報名表、成績單，集中交由承辦學
校或帶隊老師彙整後，統一發至上述信
箱，並於主旨註明「2022研習營團體報名
-(校系名稱-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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