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資料表 
 

一、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沈麗山 英文姓名 Shen Lih-Shan 

 

國籍 中華民國 性別 男 

手機號碼 0952517236 e-mail lsshen@ctust.edu.tw 

 

二、 主要學歷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東海大學(博士) 中華民國  政治系 法學博士  2006.09-2014.01  

政治大學(碩士)  中華民國  東亞研究所  法學碩士  1988.09-1991.01  

台灣大學(大學)  中華民國  政治系國際關係組  法學學士  1982.09-1986.06  

 

三、 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助理教授  2014.09-迄今  

中臺科技大學 校長室 特別助理 1998.04至1999.09 

中臺科技大學 教務處出版組 組長 1999.09至2005.09 

中臺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講師  1996.09-2014.09  

中國時報  大陸新聞中心  記者  1990.06-1996.09  

中原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1990.06至1996.09 

空中大學(台北) 公共行政系 兼任講師 1990.06至1999.09 

空中大學(台中) 公共行政系 兼任講師 1999.09至2001.06 

 

 

 

 

 



四、論文著述  

(A) 期刊論文  

期 刊 論 文  

1. 兩岸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模式之比較與展望 展望與探索 法務部調查局 第5卷2 期 

2007.02 

2. 中國持有美國各式債券現況分析 展望與探索 法務部調查局 第7卷3 期 2009.03 

3. Delphi德菲法和NGT名義群體技術之比較 「研習論壇」月刊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2012.03 

「研習論壇」月刊135期  

4. 以中國對美國資本回流率檢視貨幣權力理論 Test Monetary Power Theory: Case of China 

Capital Account/Current Account to U.S.  問題與研究TSSCI  55卷3期(2016年3月) 

 

(B) 研討會論文  

研 討 會 論 文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舉辦地點  時間  

On the Competency-based Civil 

Service Training System in 

Taiwan.  

The 34rd Asian Regional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RTD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印尼巴里島庫

塔市  

2007.08.29-31  

俄國反制北約東擴-從現實主

義觀點解釋  

中國政治學會2007年會暨

「制度、治理與秩序」學術

研討會  

義守大學  2007.09.29-30  

前共產國家民主與軍備的悖論  

2007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

「台灣民主的實踐：責任、

制度與行為」學術研討會  

政治大學  2007.11.19-20  

臺中市大坑地區公民社會形

成、產業轉型與地方發展  

中臺科技大學校內整合型研

究計劃  

中臺科技大學  2007學年度  

中國應通過支持美元地位以融

入美國單極霸權國際體系  

中臺科技大學當代人文與社

會思維學術研討會  

中臺科技大學  2008.05.14  

「評中國真的說不嗎？以人民

幣匯率改革後的中美互動分析

之」評論  

2008年研究生「兩岸關係與

大陸研究」論文研討會  

文化大學  2008.05.30  

中美經貿關係的不對稱性  
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2008:

變局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中正大學  2008.09.28-29  

由中、美二國就WTO農業議題

談判看美國推動TPP之意圖  

101「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

討會  

中山大學  2012.03.10-11  

中共國際參與之研究  

-以杜哈回合農業議題談判為

雙東論壇(東吳大學暨東海

大學聯合論壇)  

東吳大學  2012.05.19  



研 討 會 論 文  

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舉辦地點  時間  

例  

階層秩序檢視中、美經貿關係

－以中美之間資本流動檢視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12 

年會 暨「全球變遷與興起中

的國際秩序」學術研討會  

中興大學  2012.10.06-07  

中美間收支帳平衡與人民幣匯

率關聯性研究  

102「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

討會  

中山大學  2013.03.15-16  

中共、美國自由貿易協定政策

比較-權力、利益亦或認知之爭  

2013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

「全球政經局勢的變與不

變：國家vs社會/環境vs 發展

/分配vs正義」國際學術研討

會  

中興大學  2013.11.16-17  

以中國對美國資本回流率檢視

貨幣權力理論 

103「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

討會 

中山大學 2014.03.14-15 

中共、美國自由貿易協定原產

地規則政策意含比較-以對智

利、秘魯、哥斯大黎加為例 

2014 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

暨「當前全球民主實踐的再

思考：困境、挑戰與突破」 

國際學術研討 

台灣大學 2014.12.06-07 

以紡織品和成衣產業檢視越南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策略

選擇 

104「亞太區域研究」學術研

討會 

中山大學 2015.03.20-21 

 

五、講演記錄 

講演場次及名稱 

場合 主辦單位 講演名稱 年度 

98年度農業經營企業化人才培訓計畫 

一般農業經營管理人才培訓研習營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業試驗所 

執行單位:中國生產力中

心 

問題分析與

解決 

2010.03 

地方機關基層主管及基層主管儲訓研

習班 

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

習中心 

溝通技巧 2010.05-10 

委任人員核心職能研習班 
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

習中心 

溝通技巧 2011-2012 

台中市政府「加強公務人員政策溝通

及宣導能力、執行力、應變力訓練」 

台中市政府 政策溝通及

宣導能力 

2010.07-08 



講演場次及名稱 

場合 主辦單位 講演名稱 年度 

委任人員核心職能研習班 彰化縣政府 溝通技巧 2012.03 

台北縣政府「加強公務人員政策溝通

及宣導能力、執行力、應變力訓練」 

台北縣政府 政策溝通與

宣導能力 

2012.08 

委任人員核心職能研習班 
新竹縣政府 政策溝通與

宣導能力 

2012 

公務人員保障法研習班 
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

心(新竹) 

政策溝通

與宣導能力 

2012-2013 

中高階主管專業訓練 
中央印製廠安康廠區 衝突折衝與

溝通 

2010.06-07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 

2.普通考試(含四、五等) 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 

3. 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三等基礎

訓練 

4. 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四五等考

試基礎訓練 

5. 初等考試基礎訓練 

6.委升薦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 

7.移民行政特考四等考試錄取人員基

礎訓練 

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

中心 

1.問題分析

與解決(含

案例分析與

演練) 

2. 問題分

析與解決概

論 

2010-2014 

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四五等考試基

礎訓練 

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

中心委託國立中興大學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問題分析與

解決概論 

2012-2013 

委升薦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 

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

中心委託東海大學推廣

部 

問題分析與

解決(含案

例分析與演

練) 

2012 

普通考試(含四、五等) 考試錄取人員

基礎訓練 

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

中心委託高雄台電訓練

中心 

問題分析與

解決概論 

2012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 

2.普通考試(含四、五等) 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訓練 

國家文官學院中區培訓

中心委託台中漢翔航空

訓練中心 

1.問題分析

與解決(含

案例分析與

演練) 

2010-2014 



講演場次及名稱 

場合 主辦單位 講演名稱 年度 

3. 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三等基礎

訓練 

4. 特種考試地方公務人員四五等考

試基礎訓練 

5. 初等考試基礎訓練 

6.委升薦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 

2. 問題分

析與解決概

論 

六、命題及閱卷委員 

99年普考基礎訓練測驗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問題分析與解決概論（選擇

題及實務寫作題） 

99年地方特種考試三等考試錄取人員

基礎訓練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問題分析與解決概論（選擇

題及實務寫作題） 

99年地方特考四五等基礎訓練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問題分析與解決概論（選擇

題及實務寫作題）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

員考試二等、三等、四等考試錄取人

員基礎教育訓練學業成績測驗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問題分析與解決概論（選擇

題及實務寫作題） 

101年高等考試（含三等）及普通考試

（含四、五等）錄取人員基礎訓練學

業成績測驗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 

問題分析與解決概論（選擇

題及實務寫作題） 

七、校內社團指導老師 

新聞寫作研習營 新聞採訪與寫作 2009.03 

校編社(校刊編輯社)及畢聯會畢業紀

念冊編輯 

指導老師 1999.09至2005.09 

台中市西南扶輪社國際少年服務團 指導老師 1999.09 至 2005.09 

護理系科學會 指導老師 2000.09 至 2002.06 

八、榮譽紀錄 

名稱 授獎單位 事由 發表年份 

最佳大陸問題碩士論

文獎 
行政院陸委會 

碩士論文「中共對台政策之研

究」 
1990 

中國時報新聞獎 中國時報 

多次中國時報內部新聞獎：計

有山東省專題報導、廣東省專

題報導、珠江三角洲台商系列

報導、兩岸兩會談判報導等 

1990-1995 



名稱 授獎單位 事由 發表年份 

中國時報獨家新聞獎 中國時報 
1994 年陳明義取代賈慶林任福

建省長獨家新聞 
1994 

年度最佳新聞文學報

導獎(平面媒體類) 
行政院新聞局 

消逝的記憶-在大陸台藉老兵

的故事系列報導 
1992 

突發新聞報導獎 
行政院新聞局新聞評

議委員會 

第一時間報導千島湖事件表現

傑出 
1995 

年度最佳新聞文學報

導獎(平面媒體類)   
行政院新聞局 

毛澤東百年誕辰-重新走過長

征路系列報導 
1993 

績優導師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護理系年度績優導師 2001 

績優導師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護理系年度績優導師 2007 

績優導師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通識中心系級績優老師 2010 

績優導師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室 老人照顧系績優導師 2014 

東海大學【博士生出

席國際會議】獎補助  
東海大學 

至印尼巴厘島出席第 34 屆亞

洲訓練與發展組織國際年會

並發表論文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