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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2000-2011 年國科會計畫政治理論學門通過案件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100 傅可暢 托派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楊貞德 戰爭與自由：三十與四十年代的中國自由主義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楊婉瑩 看見私領域的政治性: 重新連結公私領域的性別政治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陳宜中 自由主義、國族主義與當代中國思想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黃瑞祺 哈伯馬斯的民主理論：一個綜合性重構與批判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蔡英文 倫理意識與政治秩序：現代政治思想的轉變，1300-1700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蕭高彥 
民 國 時 期 政 治 思 想 史 研 究 與 政 治 哲 學 的 發 展

（1911-1949）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林俊宏 
《老子》御注的政治思想之連繫與比較研究－以唐玄

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部御注為核心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許國賢 好的政體與政治理論 20110801

政治理論 100 安兆驥 
從自由主義途徑來捍衛自由:解決婦女暴力的困難問

題，以台灣為例 
20111101

       

政治理論 99 林俊宏 

宋徽宗《道德真經御解》與江澂《道德真經疏義》中政

治思想的連繫與比較之研究：北宋《老子》學的欽定論

述與文明重構、定調－兼論《老子》御解活動的特色與

意義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陳俊宏 貧窮與全球正義: 一個非理想理論的初步探索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許雅棠 
追尋中國的「政治」模式？-----以當代中國民主思想論

爭為例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姚朝森 回歸政治之常則-論 Leo Strauss 對政治哲學"的界定"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詹康 韓非與統治正當性 2010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9 邱師儀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參與 20100401

政治理論 99 許國賢 自由之難：民主時代裡的自由的處境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王遠義 試論柏克與毛澤東的宇宙觀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傅可暢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的

理論與實際 （大躍進時期）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張福建 分權與制衡：一個政治思想史的探索 20100801

政治理論 99 梁裕康 自由與必然─論霍布斯公民科學與自由意志的關聯 20100801

       

政治理論 98 郭承天 民族主義的民主神學：中國與台灣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梁裕康 論霍布斯政治理論中懷疑主義的角色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王遠義 
傳統、啟蒙與現代性：《東方雜誌》論述在近現代中國

史上的意涵及重要性（III）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黃默 
原住民的傳統財產權觀念與新圈地運動：兩岸三地財產

權與住屋權的研究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傅可暢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中國馬克思主義的

理論與實際 （1949-1966）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林俊宏 

呂惠卿的《道德真經傳》與司馬光的《道德真經論》思

想之比較研究－兼論北宋新學與朔學的政治對話：變與

不變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曾國祥 
公民結社與政治道德：近代英國政治思想史中的懷疑主

義根源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許國賢 民主與公共利益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林淑芬 Badiou, Balibar 與 Ranciere 的政治-倫理-美學思想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葉浩 約翰彌爾的生活試驗與自由主義的證成 20090801

政治理論 98 蕭高彥 民主時代前之民主想像 2009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7 葉浩 價值多元式國際正義理論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王遠義 
傳統、啟蒙與現代性：《東方雜誌》論述在近現代中國

史上的意涵及重要性（第二年度）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黃默 
原住民的傳統財產權觀念與新圈地運動：兩岸三地財產

權與住屋權的研究（I）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梁文韜 憲政世界民主論及其批判之政治哲學研究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林艾克 公共領域之轉型及民主之新可能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陳宜中 戰爭的規範性課題: 重新檢視義戰理論及其現實意涵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許國賢 民主與現代政治生活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蔡英文 民主革命、主權國家與自由民主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楊貞德 誓以忠誠－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政治主體的變奏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許雅棠 民本論芻議（II）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蘇哲安 災難的生命政治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孫善豪 西洋政治思想中的錢、財富與正當性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林俊宏 
王雱《老子注》與蘇轍《老子解》思想之研究－北宋《老

子》學中儒釋道三家思想的連繫分析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姚朝森 
啟蒙與決斷的永恆對話– 德國新保守主義的現代性詮

釋 
20080801

政治理論 97 梁裕康 
作者、讀者、意義─論 Quentin Skinner 之脈絡主義中的

若干問題（II） 
20080801

       

政治理論 96 葉浩 價值多元式正義論 20070101

政治理論 96 梁裕康 
作者、讀者、意義─論 Quentin Skinner 之脈絡主義中的

若干問題（I）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林淑芬 左派閱讀馬基維利 2007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6 楊芳燕 立法家及其人民：近代中國激進主義的一個思想系譜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林艾克 新公共領域與重返政治 20070901

政治理論 96 郭秋永 
當代民主理論中的公民概念：經驗研究與規範研究之間

的整合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林繼文 不改之變：憲政慣例的理性基礎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楊泰順 從西方民主理念分析我國政治爭議的邏輯性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陳宜中 公民不服從與自由民主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王遠義 
傳統、啟蒙與現代性：《東方雜誌》論述在近現代中國

史上的意涵及重要性（I）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許國賢 社會主義與政治理論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葉浩 轉型正義理論初探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陳思賢 
近世英國激進思想之研究：政治平權、經濟平等及宗教

自由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林俊宏 

《西昇經》與《本際經》思想概念和論述與隋唐重玄思

想連繫之研究－幾個重要的重玄思想概念探源與轉折

之分析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蔡英文 政治正當性與民主理論（3/3）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顧慕晴 果報觀念與明清官僚行為之研究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蘇哲安 
1930 年代上海生命政治：信夫淳平、瞿秋白、橫光利一

（II）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張福建 美國憲政的思想基礎 20070801

政治理論 96 姚朝森 德國新保守主義的民主決斷論 20070801

       

政治理論 95 江宜樺 中西政治思想會通的基礎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王遠義 
不容易之抉擇：從柏克（E. Burke）思想看近代中國思

想史上的保守與激進 
2006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5 楊貞德 權利與權威：晚清激進主義中的禮法論述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陳宜中 麥克華瑟的政治思想：戰爭、正義及社會批評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梁裕康 
需要多少脈絡？─論 John Pocock 的政治思想研究方

法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曾國祥 哲學保守主義與現代性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林淑芬 超越性，內在性與基進民主（II）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張福建 主權爭議：現代憲政思想的考察（II）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詹康 韓非人性論新說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郭秋永 權力觀與民主理論（Ⅲ）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陳思賢 形繪「利維坦」：對霍布斯政治哲學的兩種解讀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林俊宏 

初唐重玄學「有」、「無」論述之研究－《南華真經注

疏》、《老子注》、《玄珠錄》與《道教義樞》的思想

連繫分析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蕭高彥 劍橋學派的政治理論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蔡英文 政治正當性與民主理論（2/3）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許國賢 論統治 20060801

政治理論 95 蘇哲安 
1930 年代上海生命政治：信夫淳平、瞿秋白、橫光利一

（I） 
20060801

       

政治理論 94 王遠義 
孟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的現代性思想——啟蒙

與現代社會的問題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陳思賢 政治理論與實踐：一個反思性的重探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郭秋永 權力觀與民主理論（Ⅱ）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陳宜中 
從自由主義到暫訂協議? 約翰葛雷對啟蒙自由主義的

批判 
2005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4 蔡英文 政治正當性與民主理論（1/3）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林淑芬 超越性、內在性與基進民主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詹康 
政治思想內的俗世凡人研究芻議：以亞里斯多德、奧古

斯丁、馬基維利為例（2/2）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蕭高彥 
主觀自由之超克：黑格爾與鄂蘭對盧梭與法國革命思想

之批判（3/3）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黃競涓 平等與差異 : 正義倫理與關懷倫理之性別與文化研究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曾國祥 浪漫主義與現代政治：赫德的思想資產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江宜樺 政治概念的思想史研究（3/3）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梁裕康 
分析哲學對政治理論研究之影響─以 Quentin Skinner 

為例 
20050101

政治理論 94 孫善豪 張君勱的憲政社會主義思想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梁文韜 全球分配正義的政治哲學（I） 20050801

政治理論 94 林俊宏 
唐玄宗《道德經注疏》與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思

想之研究－唐代重玄學的理身與理國思想轉折分析 
20050801

       

政治理論 93 佐藤將之 
先秦戰國中後期政治概念理論化過程之研究：以稷下學

為發展契機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詹康 
政治思想內的俗世凡人研究芻議：以亞里斯多德、奧古

斯丁、馬基維利為例（1/2）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蕭高彥 
主觀自由之超克：黑格爾與鄂蘭對盧梭與法國革命思想

之批判（2/3）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曾國祥 社群式個人主義：民主與科學的方法論問題（2/2）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陳思賢 
現代性的想像：史特勞斯（Leo Strauss）與後現代主義

的對話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林俊宏 
郭象《莊子注》與成玄英《南華真經疏》思想之研究－

玄學到重玄學的思想轉折分析 
2004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3 江宜樺 政治概念的思想史研究（2/3）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郭承天 宗教容忍：政治哲學與神學的對話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宋國誠 
後殖民批評：從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到巴芭（Homi 

Bhabha）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許國賢 政治平等的再考察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林淑芬 後結構主義中的倫理政治問題（II）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張福建 主權與族國建立：一個思想史的考察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黃競涓 平等與差異之辯證關係: 女性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對話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蔡英文 
權力、暴力與政治秩序——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之研

究（Ⅱ）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楊貞德 中國近代「權利」論述（2/2）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郭秋永 權力觀與民主理論（I） 20040801

政治理論 93 陳宜中 
關於正義之戰的三種觀點：華瑟、羅爾斯與杭士基之比

較 
20040801

       

政治理論 92 楊貞德 中國近代「權利」論述（1/2）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陳宜中 
自由民主與人性的未來: 德沃金, 哈伯瑪斯與福山論生

技革命的倫理與政治意涵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曾國祥 社群式個人主義：民主與科學的方法論問題（1/2）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林俊宏 
老子想爾注與太平經思想之研究－儒道二家政治論述

與道教連繫之分析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施能傑 審議式民主的「包容性」問題之研究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江宜樺 政治概念的思想史研究（1/3）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陳思賢 隱蔽的理性─論 Leo Strauss 政治哲學中的神學意涵 2003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2 詹康 
第三種自然權利：中國古代「主逸臣勞」思想格局背後

的性理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許國賢 民主的成本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李炳南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中的憲法：1949-2003──憲政體制與

憲法解釋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蕭高彥 
主觀自由之超克：黑格爾與鄂蘭對盧梭與法國革命思想

之批判（1/3）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郭秋永 批判實存主義與規範性政治理論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張福建 
自然權利、德性與革命：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憲

政思想研究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陳秀容 中觀思想與方法論上的全體主義、方法論上的個體主義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蔡英文 
權力、暴力與政治秩序----十七世紀英國政治思想之研

究（I） 
20030801

政治理論 92 林淑芬 後結構主義中的倫理-政治問題 20030801

       

政治理論 91 曾國祥 保守主義研究：歷史緣起與當代新意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楊泰順 聯邦主義理論與制度之研究 20010801

政治理論 91 孫善豪 
馬克思主義中對於"黑格爾─馬克思關係"之討論：一個

歷史與理論的研究 
20010801

政治理論 91 許國賢 德性、干預與個人自由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張福建 商業共和主義？漢彌爾頓憲政思想探索（2/2）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林俊宏 
<<老子指歸>>與<<老子河上公注>>思想之研究－漢代

道家思想與魏晉玄學之內在連繫分析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陳瑞崇 戰後台灣婚姻制度之研究（II）：慾望規訓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梁文韜 達維‧米勒多元社會正義論的評析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郭承天 基督教的宗教容忍 2002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1 蔡英文 激進民主之論議以及民主規範之省思（3/3）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楊貞德 杜威思想與中國民主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江宜樺 價值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之分析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孫善豪 康德與馬克思批判法之政治意涵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李酉潭 約翰彌勒性別平等觀之分析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郭秋永 批判實存論與政治研究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鄭曉時 秦漢之際的戰爭與社會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陳思賢 
語言與權力:從語言哲學觀點論傅科論述實踐的政治研

究意函 
20020801

政治理論 91 蕭高彥 西洋現代國家理念─—一個觀念史的考察（II） 20020801

       

政治理論 90 王遠義 理性的限制：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一個途徑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郭應哲 王安石政治思想之研究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郭秋永 對峙的權力理論：經驗論與實在論（2/2）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蔡英文 激進民主之論議以及民主規範之省思（2/3）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江宜樺 民主政治的理性與非理性 （III）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林俊宏 道家個人主義的轉折：莊子與列子書中寓言的分析研究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黃默 全球化脈絡下的民主理論與實踐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徐振國 
中華民國歷任總統文告的內容和文本分析──以行憲以

來歷任總統文告資料庫為分析之基礎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陳瑞崇 戰後台灣婚姻制度之研究（Ⅰ）：法系譜 2001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90 李炳南 
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之研究--台灣憲政變遷的環境動

力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王賀白 
創造一個無政治邊界的文化場域----Raymond Williams 

文化唯物論的闡釋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張福建 商業共和主義？漢彌爾頓憲政思想探索（1/2）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陳思賢 此在與超越：海德格存有哲學的政治思想詮釋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蕭高彥 西洋現代國家理念─—一個觀念史的考察（之一）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蘇文流 啟蒙與反啟蒙：柏林政治思想研究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曾國祥 制度自由主義（Ⅱ）：公民自由的權界 20010801

政治理論 90 姚朝森 論許密特的「政治性」概念 20010801

       

政治理論 89 張福建 權利法案與梅迪遜憲政思想（II）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蔡英文 激進民主之論議以及民主規範之省思（1/3）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陳翠蓮 一九三 O 年代台灣的國家認同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郭承天 基督教與民主政治之制度連結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黃東益 審慎思辯民調的初探性研究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郭秋永 對峙的權力理論：經驗論與實在論（1/2）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黃競涓 後實證國際關係理論之檢視—知識論的辯論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曾國祥 制度自由主義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姜新立 後社會主義中國意識形態解構與重建之研究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陳思賢 規範、經驗與論述:政治論述的語言哲學後設分析 20000801



學門名稱 
執 行

年度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行期限

（起） 

政治理論 89 江宜樺 民主政治的理性與非理性（II）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陳瑞崇 
戰後台灣安樂死論述及其相關制度與議題之系譜研究

（II）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黃默 審議式民主的理論與實踐（II）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李培元 霍布斯國家理論分析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許國賢 少數權利與民主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陳思賢 
詩、隱喻、對話與實踐:從理性的政治哲學傳統到詩化的

政治哲學轉變的分析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江宜樺 民主政治的理性與非理性（I）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王遠義 福山（FUKUYAMA）史觀的批判及自由主義的限制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王遠義 
海耶克 （HAYEK） 社會理論的思想源流：超越抑扭

曲 B.MANDEVILLE 的思想？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葉仁昌 儒家的財富思想及其對經濟發展之意涵的再思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蕭高彥 西洋政治思想基本觀念研究之二（II） 20000801

政治理論 89 郭秋永 權利與因果：方法論上之解析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蕭高彥 西洋政治思想基本觀念研究之一 19990801

政治理論 89 張福建 
共和主義與民主：麥迪遜（JAMES MADISON）憲政思

想釋評（I） 
19990801

 



附錄二 政治學期刊政治思想與規範理論論文統計表 

 

主題比例（%） 

（主題÷政思文章數） 刊物名稱 論文總數 
政治思想 

論文數 

政思文章 

百分比（%） 
思想家 議題 

政治學報 120 8 6.67 12.5 （1 篇） 87.5 （7 篇）

台灣政治學刊 99 9 9.09 66.67 （6 篇） 33.33 （3 篇）

政治科學論叢 224 48 21.43 68.75 （33 篇） 31.25 （15 篇）

東吳政治學報 174 23 13.22 65.22 （15 篇） 34.78 （8 篇）

臺灣民主季刊 41 7 17.07 14.29 （1 篇） 85.71 （6 篇）

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論 
181 97 54.14 44.33 （43 篇） 55.67 （54 篇）

人文及社會科

學集刊 
218 29 13.30 44.83 （13 篇） 55.17 （16 篇）

歐美研究 203 12 5.91 66.67 （8 篇） 33.33 （4 篇）

思與言 276 58 21.01 51.72 （30 篇） 48.28 （28 篇）

      

總比例 1536 291 18.95 51.55 （150 篇） 
48.45 （ 141

篇） 

 

 

政治學報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 31 期 2000/12 台灣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 江宜樺  1 

第 32 期 2001/12 民主的宗教基礎：新制度論的分析 郭承天 171-208 1 

第 34 期 2002/12 性別、公民與公私領域 黃競涓 1-16 1 

第 35 期 2003/06 當代市場社會所有制模式之理論分析 梁文韜 223-258 1 

第 36 期 2003/12 
中國傳統文化中崇「聖」現象的政治符號學分析：

一項關於起源與結構的邏輯解釋 
蕭延中 27-82 1 

第 37 期 2004/06 
Democrac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Man-To 

Leung 
159-205 1 

第 38 期 2004/12 社會科學的經驗主義危機：幾項初步的哲學評論 曾國祥 175-218 1 

第 48 期 2009/12 韓非論君術之窮 詹康 33-75 1 

      

總計     8 

 

 

 



台灣政治學刊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 5 期 2001/12 權力與因果：方法論上的解析 郭秋永 64-131 1 

第 9 卷 

第 1 期 
2005/06 論米勒的制度主義社會正義論 梁文韜 119-198 1 

第 9 卷 

第 2 期 
2005/12 文學與政治：阮籍與嵇康詩文中的政治觀 林俊宏 41-106 1 

第 12 卷

第 1 期 
2008/06 

價值多元式轉型正義理論： 

一個政治哲學進路的嘗試 
葉浩 11-52 1 

第 13 卷

第 2 期 
2009/12 論德沃金的民主理論：一個憲政自由主義的解讀 陳閔翔 171-224 1 

第 14 卷

第 1 期 
2010/06 韓非關於用與美的矛盾與合作關係 詹康 201-250 1 

政治哲學的詮釋學轉向： 

由李查．羅逖論詮釋政治哲學的意涵 
魏中平 37-76 第 14 卷

第 2 期 
2010/12 

人權、國家主權與團合主義人道干預論 梁文韜 77-133 

2 

第 15 卷

第 1 期 
2011/06 

《尹文子》中的政治思想淺析 

—從「名定分明」談起 
林俊宏 205-245 1 

      

總計     9 

 

 

政治科學論叢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神曲》與經世：詩人但丁與公民但丁 陳思賢 1-32 

《尸子》的政治思想 林俊宏 33-58 第12期 2000/06 

平等與自由主義民主 許國賢 101-130

3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與理論基礎 蕭全政 1-26 

《黃帝四經》的政治思想 林俊宏 27-60 第13期 2000/12 

商議式民主與民主想像 許國賢 61-92 

3 

天上的戰爭與人間的戰爭： 

彌爾頓《失樂園》與十七世紀英國政治 
陳思賢 1-24 

立法家、政治空間、與民族文化 

── 盧梭的政治創造論 
蕭高彥 25-46 

第14期 2001/06 

羅爾斯與政治哲學的實際任務 陳宜中 47-74 

3 

少數權利與民主 許國賢 63-82 第15期 2001/12 

文明的提昇與沉淪：彌爾、嚴復與史華茲 張福建 83-100 

3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莊子》的語言、知識與政治 林俊宏 101-134

西塞羅與馬基維利論政治道德 蕭高彥 1-28 
第16期 2002/06 

玄學與政治的對話：郭象《莊子注》的三個關懷 林俊宏 29-62 
2 

禮與政治現實的對話：賈誼《新書》的禮治思想 林俊宏 145-174

「君王似神祇，庶民如撒旦」： 

馬丁路德宗教改革運動中之政治觀 
陳思賢 175-198

洛克的同意論 蘇文流 199-218

第17期 2002/12 

寬容理念的形塑及其當代問題 許國賢 219-248

4 

無以取有──《帛書老子》政治思想試說 許雅棠 171-190

亞里斯多德論鞏固政治共同體的兩大德性： 

正義與友誼 
莊國銘 191-216

第18期 2003/06 

民主社會的菁英統治： 

對密爾《論代議政府》的一個詮釋 
黃俊龍 217-240

3 

氣、身體與政治── 

《老子河上公注》的政治思想分析 
林俊宏 1-34 

聖人無事──慎到政治思想試說 許雅棠 35-56 
第19期 2003/12 

極權主義與現代民主 蔡英文 57-84 

3 

德性、干預與個人自由 許國賢 1-28 

對峙的權力觀：行為與結構 郭秋永 29-78 

第20期 2004/06 

找魚：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倫理試論 

石之瑜 

、王宏仁 

、李偉俠 

、李樹山 

79-102 

3 

第22期 2004/12 《老子指歸》之政治思想試論 林俊宏 91-138 1 

第23期 2005/03 基進民主理論的政治思辨 蔡英文 1-26 1 

從 Schmitt 之民主理論論台灣三二○公投 李俊增 1-36 
第26期 2005/12 

《老子想爾注》之政治思想試論 林俊宏 37-78 
2 

政治平等的再考察 許國賢 41-68 

第27期 2006/03 共和主義、民族主義與憲政理論：鄂蘭與施密特的

隱蔽對話 
蕭高彥 113-146

2 

第28期 2006/06 
語言、歷史、哲學─ 

論 Quentin Skinner 之政治思想方法論 
梁裕康 91-122 1 

第29期 2006/09 論亞里斯多德修辭學的倫理─政治學涵義 林遠澤 159-204 1 

第30期 2006/12 論利維坦的命令：「我們要造人」 陳瑞榮 61-96 2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拉克勞（Ernesto Laclau）霸權理論中的 

敵對與異質性 
林淑芬 97-130 

英國風的《君王論》莎士比亞《亨利四世》（上、

下）為君之道的探討 
陳思賢 31-70 

第32期 2007/06 
成玄英的重玄思想與政治論述 

──以《南華真經注疏》為核心 
林俊宏 145-202

2 

第33期 2007/09 
意圖與意義── 

論 Quentin Skinner 意義理論中的一些問題 
梁裕康 83-116 1 

第35期 2008/03 
杜光庭的「經國理身」思想 

─以《道德真經廣聖義》為核心 
林俊宏 127-180 1 

第39期 2009/03 春秋時期族群概念新探 張其賢 85-158 1 

第40期 2009/06 李榮的重玄思想與政治論述-以《老子注》為核心 林俊宏 1-42 1 

漢初「誅呂政變」詳解 ─解析司馬遷的一部陰陽史 鄭曉時 57-110 

第41期 2009/09 一元的倫理秩序  

─中國無政府主義倫理觀的一個面向 

安井 

伸介 
111-150

2 

《莊子》調和派的道德挑戰與實踐哲學 詹康 1-52 

第43期 2010/03 戰國早期的「非語言」統治思想 

以及其與「誠」概念之結合 

佐藤 

將之 
53-82 

2 

第44期 2010/06 
「儒家與民主」議題的轉向 

–全球資本主義衝擊下的呼籲 
葉仁昌 1-34 1 

第45期 2010/09 
德意志獨特道路的回聲？  

── 關於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 
陳宜中 107-152 1 

第49期 2011/09 蘇轍《老子解》中的思想三論 林俊宏 33-74 1 

第50期 2011/12 
孟子政治思想中義利之辨的分析： 

四種主要類型的探討 
葉仁昌 1-36 1 

      

總計     48 

 

 

東吳政治學報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人權與民主（I）:互生或互斥? 陳俊宏 107-142

人權教育─教什麼 陳玉佩 143-167第11期 2000/09 

史特勞斯對政治哲學的基本看法 郭仁孚 169-190

3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12期 2001/03 從馬克思到列寧的意識形態概念 郭仁孚 141-167 1 

第13期 2001/09 常道─<論語>政治思想試說 許雅棠 175-223 1 

第14期 2002/03 曼漢與康樂勒再意識形態研究上的突破和貢獻 郭仁孚 1-30 1 

史金納與當代共和主義之典範競爭 蕭高彥 33-59 
第15期 2002/09 

以義齊之─墨子政治思想試說 許雅棠 61-86 
2 

第17期 2003/09 論政治思想史的用處：序言 陳瑞崇 169-211 1 

參與和公民精神的養成： 

彌爾 （J. S. Mill）《代議政府論》的一種解讀 
張福建 41-61 

第21期 2005/09 

「治理責任」的思考：民主時代中的儒法治道 許雅棠 63-113 

2 

漢娜．鄂蘭論「平庸的惡」 黃默 1-23 

漢娜．鄂蘭與浩劫在文學的述說 雷敦龢 25-57 

康德論「根本惡」 陳瑤華 59-84 
第23期 2006/09 

尼諾論極惡之懲罰：一些商榷 龔維正 85-114 

4 

第25卷

第 1 期 
2007/03 

「搏感情」或「講道理」？： 

公共審議中參與者自我轉化機制之探討 

黃東益 

、李翰林 

、施佳良 

39-71 1 

第25卷

第 2 期 
2007/06 從 Clarence N. Stone 的體制政治論民主治理理論 王輝煌 1-65 1 

第26卷

第 2 期 
2008/06 民主統治與防衛式人民主權 許國賢 1-38 1 

第27卷

第 1 期 
2009/03 社會主義的當代意涵 許國賢 123-154 1 

第27卷

第 3 期 
2009/09 「中國」與「天下」概念探源 張其賢 169-256 1 

第28卷

第 1 期 
2010/03 

康德哲學與社會主義：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政治

哲學的解析 

及其當代意義 

孫善豪 139-170 1 

第28卷

第 2 期 
2010/06 

Is “Rights as Response” an Adequate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Rights? A Reply to Jack Donnelly 

Edmund 

Ryden SJ 
1-47 1 

第29卷

第 1 期 
2011/03 人間與《政府論兩篇》 陳瑞崇 65-112 1 

      

總計     23 

 

 

 

 



臺灣民主季刊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 3 卷

第 1 期 
2006/03 審議民主的限制―台灣公民會議的經驗 陳東升 77-104 1 

第 3 卷

第 2 期 
2006/06 公民複決修憲在當代憲政主義尚的意涵 張文貞 87-118 1 

第 4 卷

第 3 期 
2007/09 多元民主理論―公民審議的一個理論基礎 郭秋永 63-108 1 

第 4 卷

第 4 期 
2007/12 審議民主的道德限制―柏林論政治自由與政治判斷 曾國祥 71-108 1 

第 5 卷

第 3 期 
2008/09 女性主義對審議式民主之支持與批判 黃競涓 33-70 1 

第 6 卷

第 3 期 
2009/09 

台灣民主轉型的「人權保障」未竟志業 

─「言論自由」和「集會遊行自由」往何處去 
劉靜怡 1-46 1 

第 8 卷

第 3 期 
2011/09 實證主義與政治理解的貧困─政治學方法論的反思 曾國祥 87-134 1 

      

總計     7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政治權力、政治權威與政治義務 謝世民 1-42 

共和主義與現代政治 蕭高彥 85-116 
第 1 期 2002/06 

代表的理論與實際：規範與經驗的對話 
張福建 

、劉義周 
117-150

3 

從列寧到馬克思： 

論馬克思的共產思想及其與列寧的關聯性 
陳宜中 1-46 

價值形式與統治形式： 

對社會契約論的一個馬克思式的理解 
孫善豪 47-84 

揭開韓非的際遇思想：兼與馬基維利比較 詹康 85-122 

第 2 期 2002/09 

政治學方法論偏頗發展的檢討 徐振國 123-178

4 

民族主義、人民主權與西方現代性 蔡英文 1-48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論民族主義的兩個問

題 
沈松橋 49-120 

第 3 期 2002/12 

全球化與制度同形化： 

從拼音爭議看台灣「國族問題」的後現代情境 
汪宏倫 179-214

3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政治行動的可能性條件 林淑芬 29-72 
第 4 期 2003/03 

科學哲學中的兩種因果解析 郭秋永 121-178
2 

多元、寬容與道德學習： 

憲法與群育教育的美學關聯 
陳思賢 1-34 

憲法作為一種制度 林繼文 35-74 
第 5 期 2003/06 

利維坦與政治神學 曾慶豹 219-256

3 

朋友與公民：轉變中的現代共同體基礎 
Haig 

Patapan 
1-26 

全球化造成現代商業社群的世俗化？ 

重訪亞當．史密斯 

James  

E. Alvey 
27-64 

論沈岱爾之行動性理論：一個哲學保守主義的重塑 曾國祥 65-114 

「全球化」的方法論與反方法論 石之瑜 141-194

第 6 期 2003/09 

道德平等與待遇平等：試探平等概念的二元結構 錢永祥 195-230

5 

市場社會主義與社會正義： 

兼論達維米勒對市場的辯護 
梁文韜 41-86 

第 7 期 2003/12 
中國歷史上「公」的觀念及其現代變形─ 

一個類型的與整體的考察 
陳弱水 87-144 

3 

公共理性的功能及其限制 林火旺 47-78 

自由主義與政治的侷限 曾國祥 79-120 

自由主義、平等與差異原則 周保松 121-180
第 8 期 2004/03 

羅爾斯的國際正義論與戰爭的正當性 陳宜中 181-212

4 

羅爾斯與社會正義的場域 謝世民 1-38 

政治言論自由與社會正義──羅爾斯的觀點 張福建 39-78 

羅爾斯論康德「定言令式程序」 戴華 79-112 

羅爾斯與全球正義中的人權問題 許漢 113-150
第 9 期 2004/06 

論羅爾斯兩種正義論之間的不融貫 
Thomas 

Pogge 
151-180

5 

第10期 2004/09 
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性質與方法論： 

古典效益主義思想家的觀點 
梁文韜 33-82 1 

國族民主在台灣：一個政治理論的分析 蕭高彥 1-34 

憲政主義與民主的衝突：美國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 曾國祥 35-82 

多元分歧與正當性： 

對 Habermas 程序主義法理論之檢證 
李俊增 83-128 第11期 2004/12 

再思現代憲政主義之源起— 

—在帝國主義場境下的洛克自由憲政思想 
梁文韜 129-172

4 

第12期 2005/03 西方「政治」概念之分析 江宜樺 1-58 3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國家的靈魂：論史密特的主權概念 張旺山 95-140 

「人民」做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 林淑芬 141-182

革命觀念在中國的起源和演變 金觀濤 1-52 
第13期 2005/06 

人道干預的倫理反思︰人道的暴力、正當的干預？ 葉家威 53-100 
2 

第14期 2005/09 公民身分的多重性及其民主政治的意涵 蔡英文 1-36 1 

羅爾斯為什麼不贊成大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方案？

一個方法上的考察 
林炫向 1-48 

第15期 2005/12 
和平與強權政治：由歷史哲學反省東亞的民主與和

平前景  
顏厥安 49-88 

2 

第16期 2006/03 猥褻言論、從娼賣淫與自由主義 謝世民 1-42 1 

戰後台灣對自由主義的詮釋： 

以張佛泉、殷海光與朱堅章為例 
何信全 5-34 

朱堅章先生的民主理念 江宜樺 35-66 

權力、自由與法治：朱堅章的學思及其貢獻 張福建 67-98 
第17期 2006/06 

意識規定存在與存在規定意識：對「規定」意義的

探討，並為朱堅章老師「環境使然」之說進一解 
孫善豪 99-126 

4 

保守主義：一個哲學的理解 曾國祥 1-60 

做為東亞的台灣──從殖民地收編國家？ 

石之瑜 

、顏欣怡 

、王寶萱 

61-92 
第18期 2006/09 

義大利自主主義運動與政治馬克思主義： 

對《帝國》的脈絡化解讀與批判 
萬澤毓 93-150 

3 

資訊時代下的公共治理： 

規範性電子公民身份論之初探 
梁文韜 1-84 

「不平等」的平等 陸品妃 85-112 
第19期 2006/12 

價值中立：實然與應然之間的糾葛 郭秋永 153-214

3 

第20期 2007/03 
語境與典範—— 

論 John Pocock 之方法論中的一些問題 
梁裕康 183-228 1 

《聯邦論》中的憲政主義與人民主權 蕭高彥 65-108 
第22期 2007/09 

公民教育與現代國家 莊國銘 109-178
2 

仇恨言論不該受到管制嗎？ 

反思德沃金的反管制論證 
陳宜中 47-88 

第23期 2007/12 
海耶克自由主義的證成途徑： 

社會演化之方法論典範 
李世榮 123-178

2 

第24期 2008/03 《論語》的政治概念及其特色 江宜樺 191-233 1 

第25期 2008/06 
理性與人性的爭鬥： 

休謨「人性科學」的現代性意義 
曾國祥 31-88 1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26期 2008/09 韓非論人新說 詹康 97-154 1 

性交易該除罪化嗎？對性別平等論證的幾點省思 陳宜中 1-50 

霍布斯的神學政治觀 鍾立文 51-104 第27期 2008/12 

行動的意義：一個社會科學的觀念 郭秋永 105-166

3 

容忍之困難與可能的解決之道 許漢 1-48 

德沃金機運平等觀：女性主義批評 吳秀瑾 89-138 
第28期 2009/03 

歷史研究與語言的轉向—— 

論德希達與史欽納對文本的不同理解 
梁裕康 139-176

3 

「一樣自然權利，兩種政治」？── 

霍布斯與平等黨人 
陳思賢 1-48 

霍布斯論基源民主 蕭高彥 49-94 
第29期 2009/06 

德沃金「人性尊嚴原則」之理論意涵與實踐應用 陳閔翔 195-249

3 

法律、規訓與治理——現代權力關係中之法律形式 李俊增 1-60 

原因與理由：霍布斯公民哲學的二元體系 曾國祥 61-116 第30期 2009/09 

正義感的優先性與契合論 周保松 165-202

3 

倒讀《厲威也憚》—— 

論霍布斯的弔詭及其可能的解決 
孫善豪 1-32 

從平等到履行約定：霍布斯的正義動機與理性利益 陸品妃 33-72 

左派有理由支持自由民主嗎？ 

關於中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論爭 
陳宜中 73-126 

第31期 2009/12 

修辭與民主：亞里斯多德論政治修辭 胡全威 127-174

4 

第32期 2010/03 
政治的代表性與自由民主體制—— 

施密特、鄂蘭與勒弗論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蔡英文 1-64 1 

第33期 2010/06 如果美式自由民主不該是中國未來的夢想 朱元鴻 1-46 1 

「誰是我們？」／「我們是誰？」 

對海德格納粹時期「政治」探問的回顧 
張鼎國 1-44 

權利條款入憲的爭議： 

梅迪遜（James Madison）、聯邦派與反聯邦派 
張福建 45-94 

政治理論與歷史現實：唐恩的政治懷疑主義析論 曾國祥 95-144 

第34期 2010/09 

亞洲平民如何消失不見： 

重新思索廣島和長崎原爆的道德爭議 
陳宜中 145-204

4 

全球「制度體系」的神話： 

消極義務、基本結構與全球正義 
陳嘉銘 1-52 

「全球正義」或是「萬民法」？ 

─ 羅爾斯和博格對全球正義的理解差異 
李國維 53-102 

第35期 2010/12 

反智與法治：柏拉圖論審議民主 黃俊龍 103-146

4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政黨信任、機構信任與民主滿意度 
林瓊珠 

、蔡佳泓 
147-194

第36期 2011/03 
重建普遍性的嘗試： 

Jacques Rancière 論「平等」、「民主」與「警察」
李建漳 123-180 1 

政治統一體與代表—— 

沃格林對施米特政治代表理論的批判 
楊尚儒 39-74 

第37期 2011/06 
左派政治發展的邏輯—— 

理查．羅蒂論 20 世紀美國左派 
鄭維偉 127-159

2 

黑格爾的權利概念與民主政治 魏楚陽 57-94 

第38期 2011/09 算數正義與幾何正義的辯證： 

馬克思正義觀的一個詮釋 
孫善豪 95-140 

2 

政治領導與民主：一種政治觀念史的闡釋 蔡英文 1-58 

價值多元論與自由主義── 

兼論伯林的政治理論方法論 
葉浩 59-114 第39期 2011/12 

從反普遍主義到反自由民主？幾點商榷與反思 陳宜中 171-2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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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12卷

第 1 期 
2000/03 恐懼感與政治 許國賢 79-102 1 

第13卷

第 3 期 
2001/09 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容忍問題 許漢 345-382 1 

第13卷

第 4 期 
2001/12 李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路 王遠義 477-513 1 

第14卷

第 2 期 
2002/06 基督教與美國民主政治的建立：新制度論的重新詮釋 郭承天 175-210 1 

第14卷

第 4 期 
2002/12 

邏輯實證論、行為主義及後行為主義： 

經驗性政治研究的理論基礎 
郭秋永 465-514 1 

史密特的決斷論 張旺山 185-220 

命運與倫理－ 

由青年黑格爾的悲劇概念反思幾個實踐哲學問題 
顏厥安 221-262 

國家應維護社會權嗎？ 

評當代反社會權論者的幾項看法 
陳宜中 309-338 

第15卷

第 2 期 

2003/06 

自由與民主 陳瑤華 339-364 

5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人文教育、公民教養與國家權力： 

論歐克秀之教育理念 
曾國祥 365-399 

第15卷

第 3 期 
2003/09 

意義理解與行動的規範性： 

試論對話倫理學的基本理念、形成與限度 
林遠澤 401-430 1 

第16卷

第 1 期 
2004/03 傅柯論權力與主體 林淑芬 117-150 1 

第17卷

第 1 期 
2005/03 宗教容忍：政治哲學與神學的對話 郭承天 125-158 1 

程序、後果及社會正義： 

論米勒的混合型正義論 
梁文韜 217-270 第17卷

第 2 期 
2005/06 

民主的政治成本 許國賢 271-298 

2 

批判實存主義與價值中立原則 郭秋永 565-614 

關於亞里斯多德「無自制力」概念若干問題 王志輝 615-652 
第17卷

第 3 期 
2005/09 

女性主義立場論與社會習性 吳秀瑾 453-482 

3 

第18卷

第 2 期 
2006/06 權力概念的解析 郭秋永 215-268 1 

第18卷

第 3 期 
2006/09 先秦儒家的財富思想 葉仁昌 473-500 1 

Old Arguments, New Circumstances: On the Relevance 

and Irrelevance of Max Weber’s Vision of  

Modern Politics 

Alan 

Scott 
317-340 

Philosophy, Sociology, and the Intelligentsia: Hannah 

Arendt’s Encounter with Karl Mannhei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eter 

Baehr 
341-374 

第19卷

第 3 期 
2007/09 

拉岡與心理分析之倫理學：解析康德與薩德之纏捲 蔣興儀 375-402 

3 

第20卷

第 1 期 
2008/03 

拉岡的欲望倫理學： 

從弗洛伊德的「原初受虐性」到紀傑克的「穿越幻象」

蔣興儀 

、魏建國 
105-139 1 

第21卷

第 2 期 
2009/06 

聖奧斯定的共和主義、異教徒共和國 

與存有學的政治學 
詹康 189-246 1 

第22卷

第 1 期 
2010/03 常識、錯誤與道德客觀性 許漢 1-40 1 

人民主權與民主:卡爾‧施密特對議會式民主的批判 蔡英文 139-174 
第22卷

第 2 期 
2010/06 

人民與制憲： 

麻薩諸塞制憲（1776-1780） 的經驗及其意義 
張福建 175-200 

2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第22卷

第 3 期 
2010/09 

The Revival of Athen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Juin-lung 

Huang 
393-4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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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研究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哲學詮釋學中的對話 宋維科 231-285 
第 31 卷

第 2 期 
2001/06 海德格「轉向」（Kehre）的一個詮釋── 

以真理問題為線索 
黃文宏 287-323 

2 

第 32 卷

第 1 期 
2002/03 

為甚麼我應該合乎道德？ 

──康德的定言令式之意義 
陳瑤華 155-186 1 

第 33 卷

第 4 期 
2003/12 

再訪「抗多數困境」──從 Dworkin 憲法理論的角度

檢視 Bickel 的司法審查理論 
黃舒芃 685-709 1 

第 34 卷

第 2 期 
2004/06 尼采遺忘的雨傘──記憶、生命與歷史 賴俊雄 203-229 1 

第 34 卷

第 3 期 
2004/09 人身自由權與公平審判權──因反恐之名而犧牲 廖福特 511-553 1 

科學的戰爭與和平── 

「科學如何運作」的建構論與實在論之爭 
陳瑞麟 141-223 第 35 卷

第 1 期 
2005/03 

以靈魂為第二我──由遠古至伯拉圖 鄭秀瑕 225-272 

2 

第 35 卷

第 2 期 
2005/06 

真理何為？──從哈伯瑪斯真理共識理論的實用 

轉向論真理的規範性涵義 
林遠澤 363-404 1 

第 35 卷

第 3 期 
2005/09 

系絡、原則與社會正義── 

比較米勒及瓦瑟的多元主義正義論 
梁文韜 605-668 1 

第 36 卷

第 1 期 
2006/03 論哈伯馬斯之憲政愛國主義 李俊增 29-73 1 

第 38 卷

第 2 期 
2008/06 

友誼之倫理學與美學： 

哈其森與曼德維爾對經濟動機的辯論 
陳正國 211-2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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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言 

卷/期數 年/月 論文名稱 作者 頁數 篇數

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 孫治本 147-184
第38卷

第 1 期 
2000/03 全球化年代的國族主義： 

從（後）國族意識到中國論述 
朱耀偉 185-216

2 

第38卷

第 2 期 
2000/06 

墨子「義政」思想的四個重要命題： 

「兼愛」、「尚同」、「尚賢」與「天志」 
林俊宏 221-263 1 

第38卷

第 3 期 
2000/09 多元與共識：現代精神之合法基礎 陳幼慧 105-135 1 

第38卷

第 4 期 
2000/12 人權保障與全球治理：聯合國與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陳俊宏 1-40 1 

中國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台灣獨立運動： 

評三本九十年代中國出版的「台獨研究」專書 
許維德 89-164 

第39卷

第 2 期 
2001/06 

從「道德」到「法權」： 

從康德令式倫理到康德的法權哲學 
賴賢宗 165-191

2 

論國家與宗教自由 葉永文 145-172第39卷

第 3 期 
2001/09 

「進步」的理念：內涵與定義 方志強 173-20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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