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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一甲子的國際政治學會
蕭元哲＊

國際政治學會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IPSA) 為世界政
治學界中歷史悠久的國際研究組織，本文將從起源與宗旨、組織結構、會員
權利義務、重要活動、出版品及未來展望等五個部分，說明其運作與貢獻。

一、 起源與宗旨
IPSA 於 1949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贊助下成立，為一非營利性國際學
術組織，成立的宗旨在促進國際學術交流，推動世界重要政治議題的對話
（ 例如全球化、民主與經濟中政府的角色等 ）。其核心組成份子為各國政治學
會之團體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與印度等國的政治學會。早期，學
會型團體會員主宰了 IPSA 的參與結構，之後其他各國陸續加入。1950 年以
色列、波蘭、瑞典與英國加入行列；1951 年澳地利、比利時、希臘與墨西哥
入籍；1952 年 IPSA 增加巴西、芬蘭、德國、義大利、日本與南斯拉夫等六
個會員國；1954 年澳大利亞與荷蘭加入；1955 年錫蘭、古巴與蘇聯進入 IPSA；
1956 年增加埃及與挪威兩個會員國；1958 年黎巴嫩與西班牙成為會員；瑞
士則於 1959 年加入。
隨著世界政局變動，IPSA 團體會員亦有所更迭。有些團體會員永久性
消失，有些團體會員改頭換面成為新會員。根據 IPSA 網站紀錄，至 2007 年，
總共約有 45 個學會註冊成為 IPSA 團體會員。1989 年在中國政治學會前理
事長魏鏞、邵玉銘及蔡政文等教授努力下，臺灣之中國政治學會成為正式團
體會員，正式名稱為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Taipei)。1991 年，
中國之「 中國政治學會 」
（ 原本在 IPSA 官方英文註冊名稱為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Beijing），抗議我方使用的名稱而停止參加各項活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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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長年未繳交團體會員會費，而消失於大會的團體會員名單當中。不過
IPSA 許多成員認為，未能讓一個代表十三億人口的政治學會參與 IPSA 活動
是一項缺憾，於是近年來一直期待中國之「 中國政治學會 」重返 IPSA。
IPSA 團體會員會費乃根據各國相對財富與能量等指標而訂定。1960 年
起， 學 會 即 依 據 各 國 對 UNESCO 預 算 貢 獻 的 比 例 來 決 定 IPSA 理 事 會
(Council) 的代表人數。理事會由各國政治學會代表一至三名組成，換言之，
政治學會較大、繳交會費較多的會員國，可以分配較多的理事席次，臺灣之
中國政治學會約有一席理事。會員大會 (World Congress) 則提供 IPSA 政策性
指導與選舉負責執行事務的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綜合 IPSA 最
新公布的資料，目前共有個人會員 2,101 人，機關學校 (associate-institutional
member) 會員 60 個，團體會員（collective member，即世界各國的政治學會）
45 個，大致呈現會員穩定增加的狀況。
在出版方面，IPSA 十分活躍。自 1951 年起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第一期出版，現在每年發行六期紙本，並自 1995 年起發行 CD-ROM
版本。1970 年代起，IPSA 開始進行主題為 Advances in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ernational Series 專書系列之發行。1977 年起，IPSA 秘書處開始發行簡訊

Participation 。1980 年 IPSA 開始發行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PSR) ，這是一份包括各政治學科次領域之學術性季刊。近十年來隨著數位
時代來臨，IPSA 建構了線上出版入口網站 IPSA Portal，期望入口網站可以發
揮政治學線上研究的功能。

二、 組織結構
IPSA 的組織結構可依理事會、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與研究委員會四大部
門說明。依據 IPSA 章程規定，大會和理事會是最高的權力機構，理事任期
為三年。三年休會期間，會務由理事會選舉產生的會長 (President) 和執行委
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主持。理事會則由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組合而成。
個人會員須由會長提名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始成為理事，其名額不得超過團體
會員理事人數三成，並有資格限制：第一、其國家或區域無團體會員之個人
會員；第二、擔任各研究委員會 (Research Committee, RC) 與研究團體 (Study
Group) 之主席與秘書；第三、IPSA 正式出版物之編輯委員。
會長總攬會務，有秘書長 (Secretary General) 輔助，此外設有副會長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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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第一副會長依慣例接任下屆會長。基本上，執行委員會在兩次大會之間
會在不同國家召開六次左右會議。理事會在年會開議時選出會長和執行委員
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至少 12 名，最多 18 名，其中含會長與前會長，以聽
取秘書長和八個執行委員會（ 包括組織程序委員會、會員委員會、會員大會
委員會、研究訓練委員會、獎勵委員會、出版品永久性工作小組委員會、預
算委員會與參與委員會等 ）的會務報告。
多元的研究委員會 (RC) 與研究團體是 IPSA 成長最迅速的部分。根據
IPSA 網站，現登錄有 54 個研究委員會，其運作受執行委員會之研究訓練委
員會監督。研究委員會的目標主要有四個：(1) 發展政治科學的研究，特別是
國際合作作品；(2) 組織並維持有共同研究興趣之政治學家的相互聯繫；
(3) 散播學術訊息與出版研究；(4) 為政治學門與其他社會科學之個人與組織
提供教學與研究之架構。
每一個研究委員會都需跨國會員。從 1970 年代開始，研究委員會與研
究團體之責任除了組織三年一次學術會議兩個場次 (panel) 與至少一場以上之
圓桌會議外，尚需組織他們自己的會議、出版簡訊與發行其他出版品。研究
委員會設有召集人 (RC Liaison Representative)，此職位並非經由選舉產生，
IPSA 出版品編輯職位亦非經選舉產生。秘書長亦兼 IPSA 財務長，並擔任執
行委員會開會期間之秘書。國際政治學會近年來除了大力推動女性加入成為
會員及提升女性代表權外，亦重視區域平衡發展。出版單位常設於歐洲巴黎，
秘書處則永久性設於加拿大蒙特婁。大會則輪流於美洲、歐洲與亞洲舉行。

三、 會員權利義務
IPSA 會 員 分 為 三 類： 個 人 會 員 (individual member)、 機 關 學 校 會 員
(institutional member) 與團體會員 (collective member)，每一類會員都各有其
權利與義務。機關學校會員可免費訂閱 IPSR （4 年 ）、Participation （2-3 年 ）
與 IPSA Directory （ 年鑑 ），訂閱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則享
有折扣，其年費由執行委員會決定。
團體會員之國家或區域代表性由執行委員會認可，其年費是根據理事會
核定的付費標準。一個國家通常應該只有一個團體會員，如果候選者超過兩
個，得由執行委員會裁量，以決定成立共同委員會或承認一個以上團體會員。
個 人 會 員 可 免 費 訂 閱 IPSR 五 年（ 包 含 經 Sage 網 站 讀 取 電 子 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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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2-3 年，訂閱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同樣享有折
扣。同時可與 IPSA 研究委員會合作，收閱每月之 IPSA E-Newsletter ，出版
書籍可在 Participation 與網站刊登廣告與使用 IPSA 搜尋引擎 (Portal of Political
Science)。另外，30 歲以下之學生會員與 65 歲以上資深會員可享有折扣價入會，
個人會員之常規年費為 75 美元、三年 180 美元、終生 1000 美元。個人會員
應是參加 IPSA 所有活動最基本的責任門檻，包括研討會等。即使是團體會
員代表亦需具備個人會員資格。

四、 重要學術活動與出版
IPSA 主要學術活動為三年一次的學術會議。自 1951 與 1952 年起，會員
大會決議每三年固定舉行一次。除了定期的大型學術活動外，IPSA 也贊助其
他不定期學術會議，包括圓桌會議與工作坊。
IPSA 出版物主要有四種。第一為 IPSR ，此學術性期刊主要焦點在國際
政治科學之研究，任何有關國際政治科學議題、研究方法、創新構想或政策
分析皆接受投稿。2007 年起 IPSR 一年出刊五期。有關投稿詳細規定與說明，
有興趣者可參閱 http://mc.manuscriptcentral.com?IPSR 網頁或 Sage 網站。
第二種出版物 Participation 是 IPSA 的紙本佈告欄。其出版始自 1977 年
IPSA 渥太華秘書處，每年出刊三次，除了定期出刊，也輔以特刊報導 IPSA
相關活動或文化訊息，是 IPSA 內部溝通的主要機制。1994 年秘書處移至
都柏林，2001 年秘書處再移至蒙特婁，皆蕭規曹隨沿用此傳統模式，而新的
IPSA 網站每月提供 IPSA Newsletter 則提供連絡會員的另一種管道。
IPSA 第三種出版物是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自 1951 起
此份刊物提供世界政治科學領域出版期刊之期刊摘要，期刊摘要分為六章，
分別為
1. 政治科學：方法與理論
2. 政治思想家與構想
3. 政府與行政機構：
a. 中央機構
b. 州級、區域與地方機構
4. 政治過程：公共意見、態度、政黨、力量與選舉族群
5.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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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際法、組織與行政
b. 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
6. 國家與區域研究等
此外，這些摘要為非評估式的。
第四個是 IPSA Portal (http://ipsaportal.unina.it/)，它是 IPSA 與 IPSA 官方
線上出版物入口網站。於此，IPSA 選擇、回顧與評估了成千上萬優秀的政治
科學網站，以提供世界政治學科的學者與學生作線上研究時一個有用的工具。
除了以上四種出版管道外，IPSA 網站本身也免費提供個人會員刊登出書
廣告的機會。

五、 臺灣與IPSA互動及未來展望
臺灣之中國政治學會自成為 IPSA 團體會員後，便逐步強化與 IPSA 之互
動。IPSA 固定舉辦的年會暨研討會已成為世界政治學界重要的交流平台，也
是臺灣政治學界期待的盛事。1997 年在外交部贊助下，中國政治學會首次組
織約十九人的代表團前往首爾參加 IPSA 第十七屆年會暨「 東亞國際安全與
兩岸關係研討會 」。2000 年中國政治學會再度組織十人代表團參加加拿大魁
北克舉行之 IPSA 第十八屆年會暨研討會，並發表多篇論文。2003 年則因
SARS 疫情所阻，中國政治學會並未參加於南非舉行之第十九屆年會，臺灣
僅有少數學者與會。不過中國政治學會於 2004 年 11 月邀請當時 IPSA 甫卸
任會長的韓國延世大學金達中教授來臺訪問，並安排與中國政治學會理監事
會晤座談，交換 IPSA 參與經驗。第二十屆 IPSA 年會於 2006 年在日本福岡
市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在第二十屆年會，由於福岡市重視 IPSA 年會，並費心設計使年會與當
地文化活動相嵌，依據大會公佈的相關資料及議程表，世界各國共有超過兩
千位學者出席。我國參加的學者仍延續以往的熱忱，約有近三十位國內大專
院校及研究機構人員參加，除了發表論文外，也有擔任主持人、評論人等。
此外也有若干國內研究生與海外留學生前往見習，於 2006 年 7 月 9 日前後陸
續抵達福岡。7 月 11 日外交部台北駐福岡經貿辦事處作東，邀請參與 IPSA
年會之中外學者出席歡迎晚會，由台北大阪經貿辦事處福岡分處的周碩穎處
長致歡迎詞。隨後分別由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王業立教授、國際政治學會亞
太研究委員會的召集人張德光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博爾州立大學政治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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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吳玉山教授等三位華人學者代表致詞。
與會之中外學者超過一百五十人，盛況空前，席間中外學者交談熱絡，讓眾
多的外國學者印象深刻。儘管臺灣出席此屆大會的二十餘位學者議程分散於
不同時段，但當晚齊聚一堂，不僅促進華人學界交流，對臺灣形象之提升助
益甚多。
接下來的 2008 年 IPSA 學術研討會於 4/30~5/2 在加拿大蒙特婁舉行。此
研討會具有以下幾項意義：一、在 IPSA 強烈期待中國入會下，中國政治學
會仍是兩岸唯一團體代表，對中國入會應有發言權。二、2009 年恰逢兩年一
次的執行委員會與三年一次的大會召開，透過此研討會致力與各會員國交流
益形重要。三、中國政治學會是臺灣或兩岸唯一獲邀發表論文之學會，極具
代表性。四、魁北克是國際政治學會永久秘書處所在，唯我政府無正式代表
處，所以中國政治學會希望利用此次機會，拓展我國民間外交關係。
而 2008 年 IPSA 學術研討會主軸為“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New
Theoreti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中國政治學會由理事長周育仁教授與
筆者代表參加，以“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為主
題發表論文，介紹我國政治學界近來研究之相關議題與趨勢。希望藉由此一
論文發表，協助他國政治學者瞭解與認識我國政治學研究之現況與未來發展
趨勢，進而發展未來合作計畫之機會。除參與研討會外，也邀請國際政治學
會會長、副會長或各國政治學會會長來臺進行學術訪問，或與中國政治學會
共同在臺灣舉辦重要學術會議，以拓展我國在國際社會之能見度。
第廿一屆 IPSA 年會暨研討會將於 2009 年 7 月 12~16 日於智利聖地牙哥
舉行。中國政治學會著眼於擴大臺灣國際學術交流空間，已邀請臺灣政治學
界學者組成四個討論小組參與第廿一屆 IPSA 年會暨研討會，且此四個小組
已獲研究委員會審查通過。另外，為積極參與第廿一屆 IPSA 年會與強化與
IPSA 未來的合作，2008 年 12 月特別邀請了 IPSA 秘書長 Guy Lachapell 博士
首次訪臺。他是加拿大 Concordia 大學政治系教授，同時也是當年加拿大魁
北克獨立提案起草人。在臺一週，Lachapell 博士演講並拜會臺灣主要政治科
系與機構、與政治學科學者交流、體驗臺灣文化，深刻感受到臺灣近年來在
社會上與政治上的轉變。Lachapell 與中國政治學會都認為不虛此行，對 IPSA
與中國政治學會應加強雙方合作已有共識。
透過 2009 年 7 月 12~16 日在智利聖地牙哥的年會，中國政治學會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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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個方向努力，以求成功扮演服務臺灣政治學術社群與 IPSA 合作的平
台角色：
1. 鼓勵臺灣政治學者與機構提供 IPSA 學術活動（ 研討會，工作坊等 ）、出
版、研究成果等消息，增加國際學術合作機會。如果臺灣政治學學者與
機構無法直接運用個人會員管道於 IPSA 登錄消息，可利用中國政治學
團體會員刊登活動消息。
2. 爭取 IPSA 於 2015 年在臺灣舉行年會暨研討會。2015 年年會暨研討會
預計由亞洲區域會員主辦，今年 IPSA 年會與理事會將討論此事。如能
促成此一盛事，對於我國會員與國際政治學界合作交流將有正面影響。
3. 挑選臺灣與國際共同關心的政治主題，進行國際政治專書或期刊合作出
版相關研究成果。發行過程中，期待藉由學術互動與 IPSA 協助，增進
對國際發行管道的熟悉度，以及維持未來此發行管道的暢通。
4. 選定臺灣與國際共同關心的政治主題，與 IPSR 關鍵者洽談發行特刊的
機會，並藉此舉辦特刊投稿工作坊與研討會，邀請編輯者說明投稿技
巧，期望以研討會取代第一輪審稿程序，而瞭解 IPSR 風格，與國際政
治學術期刊接軌。
5. 推薦臺灣學者擔任 IPSA 理事、期刊編輯或研究委員會職位，以深化國
際參與並與國際政治學界良性互動，厚植臺灣政治學研究的國際參與基
礎與能量。
讀者如需進一步瞭解 IPSA 其他基本詳細資料，歡迎隨時拜訪 IPSA 官方
網站：http://www.ipsa.org/site/content/view/14/41/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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