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新局下的日本研究」國際研討會
日期：2016年12月3日、4日
場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主辦：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
協辦：科技部、大陸委員會、臺灣民主基金會、國策研究院、日本法政學會、韓國
現代日本研究學會、日本交流協會、日經新聞
12月3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 509 演講廳
報到

08：30 ~ 09：00

09：00 ~ 09：30

貴賓致詞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林文程博士
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沼田幹夫代表
日本法政學會秘書長外山公美博士
韓國現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全鎮浩博士
合作備忘錄簽署換約儀式

09：30 ~ 09：40

日本法政學會
韓國現代日本研究學會
日本地方政治學會・日本地域政治學會
主題演講
揚棄發展型國家模式－日本、韓國與台灣追求平等的發展策略

09：40 ~ 10：40

（Dismantling DevelopmentalismJapan, Korea and Taiwan Search for Growth with Equality）

10：40 ~ 10：50

演講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系 T.J. Pempel 博士
休息
場次 A

10：50 ~ 12：50

綜 509
綜 508
教 202
國際關係（中文組） 產業經濟（中文組） 日本政治（日文組）

12：50 ~ 13：50

午餐（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場次 B

13：50 ~ 15：50

綜 509
綜 508
教 202
安全保障（中文組） 日本政治（中文組） 社會歷史文化（中文組）

15：50 ~ 16：0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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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C
16：00 ~ 18：00

綜 509
綜 508
教 202
國際關係（英文組） 安全保障（英文組） 產業經濟（日文組）

18：00 ~ 18：30
18：30 ~ 20：30

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晚宴
12月4日

09：30 ~ 10：00

報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 509 演講廳）
場次 D

10：00 ~ 12：00

綜 509
綜 508
教 202
國際關係（中文組） 產業經濟（中文組） 日本政治（中文組）

12：00~ 13：00

午餐
場次 E

13：00 ~ 15：00

綜 509
教 202
綜 508
社會歷史文化（日文組）
安全保障（日文組）
日本政治（中文組）

15：00 ~ 15：10

休息
圓桌論壇

15：10 ~ 16：40

安倍主義與日本國家大戰略
（Abe Doctrine and Japan’s New Grand Strategy）
閉幕

16：40 ~ 17：00

註：每個發表場次有 3-5 位發表人，2-4 位評論人。發表人時間 12-15 分鐘，評論
人時間 8-10 分鐘，綜合討論 10 分鐘。主題演講與圓桌論壇以英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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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場次A（10：50 ~ 12：50）
國際關係（中文組）
主持人：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會下降嗎？
發表人：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評論人：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朝鮮半島問題中的日韓關係－大國因素與國家安全
發表人：柯玉枝（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
評論人：馬振坤（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
綜 509

當前日本經濟戰略外交以對緬甸經濟援助為實例
發表人：石原忠浩（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評論人：劉慶瑞（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形禁勢格，保帥棄車－日本與俄羅斯合作關係的困局
發表人：汪哲仁（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黃惠華（新台灣國策
智庫副研究員）
評論人：王文岳（佛光大學國際與兩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產業經濟（中文組）
主持人：范世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架接創新－日本國家創新政治經濟體系中的美國移植
發表人：林文斌（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超琦（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日本之輸入食品管理－兼論日澳經濟夥伴協定相關議題

綜 508

發表人：范代志（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蔡錫勳（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成功活化地方經濟之研究－「熊本熊」品牌策略探討
發表人：楊佩蓉（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張宗翰（高苑科技
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評論人：李天軼（致理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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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鴻夏結盟與鴻海的垂直整合
發表人：謝雅梅（南亞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日本政治（日文組）
主持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日本政治の変容－1955 年体制から 1993 年体制へ
發表人：白鳥浩（法政大學社會系教授）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自由民主党結党の立役者三木武吉
教 202

發表人：佐賀香織（菲利斯女學院大學講師）
評論人：鄭子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日台自治体間交流の発展について－日台外交における地方自治体の役割
發表人：黒川太郎（長榮大學兼任講師）
評論人：黄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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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B（13：50 ~ 15：50）
安全保障（中文組）
主持人：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日本核武發展可能之探討—東北亞核擴散與日本正常國家化下的再省思
發表人：陳世民（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圍魏救趙」？日本安倍內閣南海作為之戰略意涵與影響

綜 509

發表人：陳仲志（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黃恩浩（墨爾
本大學社會暨政治科學院榮譽研究員）
評論人：胡念祖（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教授）
日本國內輿論圍繞自衛隊參與 PKO 行動的論爭—以「一國和平主義」與
「國際貢獻主義」的摩擦為中心
發表人：張曉剛（大連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鄒聖嬰（大連大學東北
亞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評論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和平安全法制之考察與台灣的未來
發表人：胡慶山（淡江大學亞州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政治（中文組）
主持人：陳永峰（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重返執政之分析

綜 508

發表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評論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正義的轉盤？試論日本推行《政黨法》的發展與課題
發表人：鄭子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蘇俊斌（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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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關係之間的台灣認識（知）結構－戰後台日關係之「台灣問題」變遷
軌跡
發表人：陳靜珮（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李易璁（輔仁大
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
評論人：蘇俊斌（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從明仁天皇生前退位意向論象徵天皇制的轉捩點
發表人：陳威廷（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碩士生）
評論人：陳永峰（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社會歷史文化（中文組）
主持人：黃智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日本少子化對策的演化—理念、社會與結構
發表人：鄭力軒（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田畠真弓（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野蠻人」之文學形象中的二元對立－從霧社事件到國策文學
發表人：簡中昊（國立屏東大學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黃智慧（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教 202

台日民眾對英語外來語的認知－10 個概念詞彙的比較分析
發表人：張怡倩（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博士生）
評論人：何欣泰（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變遷日本－日本報刊名稱研究
發表人：任天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陳建廷（元
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生）
評論人：何欣泰（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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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C（16：00 ~ 18：00）
國際關係（英文組）
主持人：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Japan's Policies in Transition from an Emerging to a Developed Country A
Focus on i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60s
發表人：柴田茂紀（大分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評論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Changing Party-Voter Linkages in Japan since the 2000s
發表人：Euisuok Han (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 South Korea)
評論人：白鳥浩（法政大學社會系教授）
綜 509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Terrorism in JapanTaking Aum Shinrikyo as Case Study
發表人：范俊銘（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博士生）
評論人：白鳥浩（法政大學社會系教授）
Recent development of Japan-China Rivalry and Southeast Asia
發表人：王尊彥（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Japan’s Renewed Interests in Africa- Sino-Japan Rivalry,“Trump
Factor”, African Posi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發表人：肯林（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中心兼任教授）
評論人：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安全保障（英文組）
主持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Japan’s Coast Guard and Maritime Self Defense Forc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Can a black and white system adapt to a gray zone strategy?

綜 508

發表人：Ms. Céline Pajon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評論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he Diaoyu Islands Dispute and the USAPRC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發表人：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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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Effort for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發表人：飯田將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
評論人：楊念祖（國立中山大學共同科助理教授）
A Comparison of Decision-Making Differences toward Participating in the
U.S.-le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extant
literature analysis
發表人：徐圓媛（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碩士生）
評論人：楊念祖（國立中山大學共同科助理教授）
產業經濟（日文組）
主持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日本企業の台湾子会社の本国籍駐在員に関する実証研究—文化的距離か
ら見る視点
發表人：曾耀鋒（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副教授）、蘇淑真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碩士）
評論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教 202

航空自由化の訪日観光に与える影響
發表人：小山直則（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曾耀鋒（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副教授）
ファイナンステクニック重視の企業運営と銀行の持株比率との関係
發表人：小堀和彦(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楊佩蓉（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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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場次D（10：00 ~ 12：00）
國際關係（中文組）
主持人：余玲雅（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
TPP 美日農產品貿易談判的日本策略研究
發表人：任耀廷（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廖舜右（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氣候治理中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展現－以日本為例

綜 509

發表人：郭映庭（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廖舜右（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學海築夢」與台日間國民外交連結的可能性之相關研究
發表人：謝億榮（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蔡亦竹（實踐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戰後日臺民用航空路線的開拓－以《中日空運臨時協定》的締結為中心
發表人：大石惠（高崎經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評論人：石原忠浩（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產業經濟（中文組）
主持人：鄭力軒（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公益型企業的社會性與經濟性平衡如何達成－以日本照護服務企業發展為
例
發表人：黃靖嵐（京都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郭永興（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經濟學系教授）
評論人：鄭力軒（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綜 508

東亞資本主義與跨國產業合作－台日合作對於技術策略之影響
發表人：田畠真弓（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文斌（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日本植物工廠之發展與現況分析─對台灣的啟示
發表人：陳怡君（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碩士
生）、黎立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林文斌（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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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關核電反對運動的研究─關於地域振興與資源動員的面向
發表人：陳威志（一橋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評論人：楊子震（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日本政治（中文組）
主持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日本的經濟與貨幣政策 2010-2015 年
發表人：陳文甲（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副會長）
評論人：黃仁德（開南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京都推動食育之總合戰略分析

教 202

發表人：羅慧雯（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黎立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福島核災以降日本能源安全政策的研究
發表人：葉秋蘭（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新女力政策對日本國力影響之評估
發表人：林均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李嗣堯（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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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E（13：00 ~ 15：00）
安全保障（日文組）
主持人：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日本の安全保障－とくに安全保障関連法をめぐる議論を中心に
發表人：齋藤康輝（高崎經濟大學地域政策系教授）
評論人：外山公美（立教大學社群發展系教授）
韓国と日本の交流─地方自治団体の交流の状況分析
發表人：李鎮遠（首爾市立大學教授）
評論人：外山公美（立教大學社群發展系教授）
綜 509

巨大災害からの復興プロセスにおける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リズムと現場
力－東アジアの新たな協働を考える
發表人：金暎根（高麗大學全球日本研究院）
評論人：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国力逆転症候群」－日中衝突の構造的要因を探る
發表人：林泉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評論人：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社會歷史文化（日文組）
主持人：于乃明（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日本の大学におけるキャリア教育の実践と課題─効果的なキャリア支援
の構築に向けて
發表人：董莊敬（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
評論人：于乃明（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綜 508

有馬元治と台湾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
發表人：新井雄（大仁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瑞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
NHK 朝ドラの女性像の転換－「あさが来た」を中心に
發表人：黄馨儀（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張瑞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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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中文組）
主持人：李明峻（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副執行長）
同樣的安倍晉三，不同的執政表現－從兩次安倍政權來分析日本政治領導
權
發表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海洋國家日本的國家利益
發表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教 202

日本勞動派遣法制之變遷與意義分析
發表人：鄧學良（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李明峻（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副執行長）
台日友好的風潮背後－「親日」與「親台」感情的考察
發表人：蔡亦竹（實踐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邵軒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
檢視安倍政府的「酷日本」政策與反思
發表人：黄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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