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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發刊詞 

台灣日本研究學群現況與展望 

林文程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為促進台日關係、發展台灣日本研究與促進學術社群的連結，在現任總統府

秘書長、政大前校長林碧炤教授的發起下，多位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決定

成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以下簡稱學會）。2010 年 3月 4日，學會假政治大學召

開第一屆理監事會議，選舉十一位理事、三位監事，再由理監事推舉林碧炤教授

擔任首任理事長。相關行政程序通過後，學會於 2010 年 3 月正式成為內政部登

記立案之人民團體。在林前理事長的主持與推動下，學會匯聚日本政治、外交、

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研究面向的專家學者，並透過「三軌」的路徑逐步充實與

發展台灣日本研究的內涵。第一軌是與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的連結。2009到 2010

年之間政治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與中山大學等校陸續成立日本研究

中心，各中心主事者亦同時是學會理監事，不只連結學會以及各大學，各個日本

中心亦成為台灣各地區從事日本研究的重要平台。第二軌，學會扮演著台灣學界

與日本交流協會之間的橋樑與溝通平台，一方面與交流協會共同推動學術與文化

活動，另一方面代表台灣學界並透過相關活動發揮二軌外交的影響力。第三軌，

是透過各校日本中心輪流舉辦「日本研究年會」的方式促進台灣日本研究。 

我除了在學會草創時期即獲選為理事，亦推動成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2010年 3月）並擔任主任，協助配合林前理事長的「三軌」路徑。而在林前理

事長及諸多學術先進兢兢業業的付出之下，學會在數年之內也累積了不少成果。

2014年 12月，我有幸受第二屆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的託付，獲推選為第二屆理

事長，實感誠惶誠恐。接任理事長後，我一方面延續林前理事長所打下的基礎，

一方面則積極擴大台日雙方各層面的交流與互動，讓日本體認到台灣與台灣日本

研究的重要，其中最重要的努力就是於 2014 年 5 月舉辦第一屆的「台日戰略對

話」、2015年 10月「兩岸日本研究論壇」與「日本研究青年論壇」。「台日戰略對

話」超越學術層面，將台灣學術界與日本重要智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PHP

研究所、東京財團）的交流由「點對點」擴張成「面對面」，形成台灣與日本在

外交、安全與軍事戰略領域的主要溝通平台，更進一步填補台日之間長期缺乏安

全戰略議題「二軌對話」的空白。此外，「兩岸日本研究論壇」亦是創舉。兩岸

學術交流長期都是以中國研究、兩岸關係為核心，日本儘管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都

是重要的研究對象，兩岸卻未曾共同推動日本研究相關交流會議。事實上，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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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各自都蘊藏著對方所欠缺的豐富日本研究資源，兩岸共同性與殊異性所發展

出來的日本研究與觀點實具有交流與探究的價值。而舉辦「日本研究青年論壇」

則主要在促進台灣各大學研究生之間以及與老師之間的學術交流，更著眼於鼓勵

學生社群的日本研究，奠基台灣日本研究的世代學術基礎。 

展望未來，學會將在既有的成果下持續推動四大方向：第一，與國際日本研

究社群連結，特別是日本、歐美與中國大陸。「台日戰略對話」與「兩岸日本研

究論壇」已經是台灣日本研究跨國平台的典範與模式，如何擴及美國與歐洲學界，

推動新的「面對面」連結、甚至三方面的整合，都是學會可以進一步思考的。第

二，是發揮學會二軌外交以及扮演相關政策建議的角色。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

使得非官方組織有更大的空間與彈性，透過長期學術與人際關係的經營，將產生

潛移默化的效果。第三，是促進學者研究、發表以及學術成果的留存。學會目前

已有「日本研究年會」與其他各具不同特色功能的會議，但相對於與日本人文學

界有關的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台灣日語教育學會，或者國際關係學會、中國政治

學會，學會在這方面還有進步的空間。第四，是培育青年學子，包含「日本研究

青年論壇」、交流協會相關推廣活動與獎學金、各大學及日本中心都在積極發展

與鼓勵新世代研究者。為實踐上述四大方向、促進台灣日本研究暨社會科學領域

發展、會員之間交流溝通與未來日本研究期刊的建構，學會自 2016 年 6 月創刊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通訊」。內容包括日本研究學術社群的研究與發展、重要議

題短評（本期焦點）、各大學日本中心活動錦集，以及日本研究學者介紹等專欄。

期望學會與通訊都能夠賡續不綴，在促進日本研究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林文程會長，攝於第二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開幕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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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政權運作與參議院 

吳明上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一、前言 

安倍晉三政權從 2012年 12月再度執政迄今，已經邁入第四個年頭，是小泉

純一郎政權之後，近十年來壽命最長的政權。安倍政權再度執政以來，面臨二次

的參議院選舉，第一次是 2013 年 7 月的第 23 屆參議院選舉，第二次是 2016 年

7 月，亦即即將到來的第 24 屆參議院選舉。安倍首相在面臨第一次的參議院選

舉時，將參議院選舉的勝選視為新政權的最優先目標；而在面臨第二次的參議院

選舉時，自民黨為了勝選，甚至論及不惜解散任期未過半的眾議院，舉行眾參二

院同日選舉的議題。為何安倍首相如此重視參議院選舉？參議院對政權運作又有

何影響力？ 

二、眾議院的優越地位 

  日本是採用二院制的國家，眾參二院對於法案均具有審議與表決的實質權力，

然而在制度設計與實際的政治決定過程中，相對於參議院，眾議院具有優越的地

位。首先，關於制度設計方面。眾議院的優越地位表現於以下五點：第一是眾參

二院對於首相指名選舉出現不同結果時，以眾議院之決議為國會之決議（憲法第

67 條第 2 項）；第二是僅有眾議院擁有內閣不信任案或內閣信任案的表決權力

（憲法第 69條）；第三是眾議院對預算案擁有先議權外，若眾參二院出現不同決

議時，以眾議院之決議為國會之決議（憲法第 60 條）；第四是眾參二院對條約案

出現不同決議時，以眾議院之決議為國會之決議（憲法第 61條）；第五是眾議院

通過的法案遭參議院否決時，若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再度通過時，即成

為法案（憲法第 59條）。 

    其次，關於政治決定過程方面。依據憲法第 67 條第 1 項的規定，內閣總理

大臣從國會議員中提名產生。雖然憲法並未規定內閣總理大臣僅能從眾議院議員

產生，但是實際上，戰後的歷任內閣總理大臣卻是未曾出自參議院議員。雖然曾

有內閣總理大臣擔任過參議院議員，但是獲首相指名選舉時，已經轉換跑道成為

眾議院議員，例如第 78 任內閣總理大臣宮澤喜一（自民黨）便是如此。內閣總

理大臣均出自眾議院議員，加上眾議院在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上的優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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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眾議院的多數勢力得以成為執政黨，掌握國家龐大的政治資源。 

    眾議院優越的地位使得眾議院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研究戰後日本政治的變

化與發展，也多以眾議院為核心所建構出的政黨政治為研究的焦點。 

三、參議院的影響力 

    然而，誠如竹中治堅分析指出，因為自民黨在「五五年體制」期間，長期

在眾參二院擁有過半數席次，致使政治運作的主要舞台集中在眾議院，而參議

院的影響力未受到重視，並將參議院視為「第二院」，重視對眾議院的「平衡、

制衡、補全」的輔助功能；直到自民黨於 1989 年的參議院選舉，失去過半數的

優勢後，參議院的影響力才逐漸受到重視。參議院對政權運作到底有何影響

力，可從制度設計與政治決定過程來分析。 

    首先，制度設計方面。參議院在制度上的影響力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

是法案的審議時間。參議院收到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後，除國會的休會時間外，

有 60天的審議時間（憲法第 59條第 4項）。換言之，參議院若對眾議院通過的

法案有異議時，擁有 60天的延宕時間。通常國會的會期為 150天（眾參二院同

時開閉幕），而且國會會期的延長以一次為限（國會法第 12條第 2項）。因此，

如果參議院對法案與眾議院抱持不同的立場，則參議院的 60天延宕時間，可嚴

重壓縮國會的審議。而且，根據國會法第 68條的規定：「會期中未決議之案件

不於下會期繼續審議」，亦即「會期不繼續原則」，法案未能於該會期完成審議

則成為廢案，強化了參議院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 

第二是眾議院再度決議的門檻。如前所述，眾議院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

數，再度決議通過被參議院否決的法案，但是，三分之二的門檻相當高，不容

易達到。戰後日本實施憲法以來，實施過 24屆的眾議院選舉，其中僅有 3屆的

選舉結果出現執政黨的席次超過三分之二的狀況。第一次是 2005年 9月的小泉

純一郎政權，第二次與第三次則為 2012年 12 月與 2014年 12月的安倍政權，

小泉政權與安倍政權均為自公聯合政權。自民黨雖然在「五五年體制」期間，

長期位居單獨執政的地位，但是未曾在眾議院擁有過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 

第三是參議院的「究責決議案」（日文為「問責決議案」）的政治效應。依

據高見勝利指出，參議院的「究責決議案」並無憲法的明文規定，而是從憲法

第 66條第 3項的「內閣行使行政權，對國會負有連帶責任」衍生出來的。「究

責決議案」是追究政府的政治責任，參議院若是對首相或內閣大臣通過「究責

決議案」，則表示參議院否認該首相或內閣大臣具有的政治資格，得以在審議法

案時，拒絕首相或內閣大臣出席，或拒絕審議各該相關法案，如此一來，內閣

的施政與國會的運作便會陷入空轉，對政權造成嚴重的打擊。 

「究責決議案」的通過門檻是過半數。戰後實施憲法以來，總計有四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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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被參議院通過「究責決議案」。第一位是自民黨的福田康夫，在參議院通過

「究責決議案」後內閣總辭；第二位與第三位分別是自民黨的麻生太郎與民主

黨的野田佳彥，在參議院通過「究責決議案」後都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後也

都失去政權；第四位是自民黨的安倍晉三，參議院在 2013年 6月 26日第 183

屆國會會期的最後一天通過安倍首相的「究責決議案」，接著同年翌（7）月的

參議院選舉結果，自民黨獲得 115席，未單獨過半數，而是在加上執政聯盟公

明黨的 20席後，政權總席次才達到 135席，超過參議院的半數，終於穩住政權

的陣腳，擺脫選前政權總席次（103席）未過半的困境。 

其次，參議院在政治決定過程的影響力主要表現在二方面：第一是參議院

具有政治信任投票的政治效應。日本的眾議院選舉是決定政權誰屬的選舉，因

此被稱為「政權選擇選舉」，而參議院選舉則近似美國的期中選舉，被稱為「政

策績效評估選舉」。然而，楊鈞池研究指出，參議院選舉除了執政黨的政策績效

評估外，同時也具有選民對現任執政者信任投票的政治意涵，因此執政者往往

因為參議院選舉的挫敗而下台。例如自民黨的竹下登與橋本龍太郎分別因為

1989年與 1998年的參議院選舉挫敗而下台。 

第二是參議院具有政權組成的影響力。執政黨假若在參議院不過半，為了

法案的順利通過，必須爭取其他黨派的合作，甚至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權。

例如，1999 年 10月「自自公政權」（自民黨、自由黨、公明黨）的成立、2000

年開始的自公聯合政權，以及民主黨於 2009年月取得政權後，與社會民主黨、

國民新黨合組政權，都是顯著的例子。 

四、結語：安倍政權與參議院 

    安倍首相於 2012 年 12月再度執政後，便將翌年的參議院選舉視為新政權

的最優先目標，主要是為了擺脫「分立國會」（Divided Diet）的困境。「分立國

會」是指執政黨或執政聯盟雖然在眾議院擁有過半數席次，但是未能在參議院

取得過半數席次的狀況。深受「分立國會」所苦的福田康夫首相，便將政府面

臨「分立國會」的困境，比喻為雙引擎飛機掉了一個引擎，單靠一個引擎在飛

行，無法取平衡。安倍首相再度執政時，自公聯合政權雖然在眾議院不僅擁有

過半數席次，甚至超過三分之二席次的優勢，但是在參議院僅有 103席次，未

能過半數。確實安倍政權在眾議院擁有對參議院反否決的優勢，但是假若強行

發動眾議院反否決的憲法程序，會出現政權統治能力低落的現象，就如麻生太

郎政權（2008年 9月 24日～2009年 9月 16日）所遭遇的困境一般。2013 年

的參議院選舉結果，安倍政權擺脫了「分立國會」的困境。 

    安倍首相目前正面臨今年 7月的參議院選舉，因為「安倍經濟學」的成效

有限，自民黨為了參議院選舉的勝選，甚至論及解散眾議院，同日舉行眾參二

院選舉的議題。論及同日選舉議題的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是從經驗法則來看，

日本實施憲法以來，眾參二院舉行同日選舉總計有二次，一次是 1980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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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另一次是 1986 年 7月 6日，二次都是執政黨自民黨獲得大勝。第一次

同日選舉結果，自民黨在眾議院與參議院分別增加 36席與 11席，所占席次比

例分別為 55.6%與 54%；第二次同日選舉結果，自民黨在眾議院與參議院則分

別增加 50席與 12席，所占席次比例分別為 58.6%與 56.7%。為何同日選舉對

自民黨有利？村松岐夫分析指出，投票率越高對大黨自民黨越有利，因為自民

黨的支持者比較消極保守，同日選舉能夠增加投票意願，進而提升投票率。第

二是安倍政權是自公兩黨合組的聯合政權，自民黨在參議院並未單獨過半，而

是與公明黨合組聯合政權才過半數。安倍首相極力推動的政策多方受到公明黨

的制約，例如集體自衛權問題、稅制改革問題、修憲問題等。安倍首相不論是

為了提升自民黨在政治決定過程中的主導地位，或是為了「單獨執政（完全執

政）」，都需要於 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擴展席次。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吳明上教授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學會通訊 創刊號(NO.1)                                                 2016 年 6月號 

7 
 

日本研究名人堂 

探索日本問題的前輩－許介鱗老師 

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許介鱗老師年紀超過 80歲，是我們的

前輩，探索日本問題，一路走來，路途長遠而艱辛。 

前輩探索日本在近現代歐美侵入亞洲時能夠唯一崛起的奧秘，對日本發動戰

爭，搶奪東亞鄰邦財富，發現有密切的關係。日本侵略致富的過程，只要深入探

討日本第一次崛起的奇蹟，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根本不是甚麼奇蹟，是日本追隨

帝國主義列強而發戰爭財，成為東亞第一個「戰爭爆發戶」（a war profiteer，日

稱「戰爭成金」）。戰勝的日本，在馬關條約強要中國賠款 2 億 3000 萬兩，換算

日幣是 3 億 6451 萬圓，日本在發動戰爭的 1894 年，國家總歲收不過是 9100 萬

圓，因此日本在甲午戰爭所奪取賠款是當時歲收的 4年份。日本自明治維新到日

俄戰爭，有 85%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後才設立的。日本因從中國掠奪龐大的賠款，

並強迫中國在英國倫敦以金元償付，日本才得以此為基金，實施金本位制，與國

際經濟體系接軌，擴大貿易，引進外資，走向國際上發展工業的新興國家。至於

日本國內農業不振，糧食不足，就從殖民地台灣、朝鮮提供進口，這就是第一次

奇蹟的真相。 

再說，日本在 1945 年戰敗，而又有第二次復興崛起的奇蹟。近年來有關日

本在二次大戰，搶奪東亞鄰邦財富的資料和研究，逐漸出現起來。問題在於日本

戰後復興的原始資金哪裡來？其實日本的第二次復興資金，跟之前日本發動戰爭，

掠奪殖民地財富有關，除了台灣、朝鮮半島、中國東北（滿洲國），以及魁儡政

權的半殖民地之外，日本還搶奪東南亞各地的金塊財寶。日本政府總動員軍人、

黑社會敢死隊浪人和諜報人員，硬闖入亞洲 12 國，奪取容易換成現金的金塊，

結果日本政府累積了望外的金塊財寶，以及世界的貴重文化財，而迎接 8˙15「終

戰」。這些從殖民地掠奪來的金塊成為資金，經由日本銀行、復興金融金庫，貸

給日本廠商復業之用，也有用以賄絡佔領日本的美國大兵的。因此 1945 年日本

投降，只是對 2顆原子彈的軍事技術敗北，在經濟上日本依然是成功的。 

細數許介鱗老師的生平。1935年生於新竹，祖籍福建省晉江縣泉州。新竹師

範學院畢業後曾擔任小學教師，之後進入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以半工半讀的

方式於 1961年完成臺大學業。1963年 4月，許老師考取日本政府獎學金，進入

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攻讀憲法，並連續拿了七年獎學金。在東大求

學期間，受到日本近代政治學泰斗丸山真男、揉合馬克思經濟學與韋伯社會學形

成「大塚史學」之大塚久雄，以及法社會學權威川島武宜三位日本戰後民主主義

及啟蒙代表人物很深的影響，對於日本憲政主義、日本政治發展、中日憲政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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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殖民時期政治經濟等議題暨領域產生濃厚的興趣。1969 年 9 月，許老師以

《日本與中國初期立憲思想之比較研究》論文通過口試取得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

位，該文從 1970~71年分五期刊載於日本《國家學會》雜誌上。其論文從加藤弘

之與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來探討日本與中國接受西洋文化以及立憲制度的異同，除

了博得日本政治學界高度評價，更成為探究中日國家建構與政治體制改革思想源

流不可缺少的經典。 

1970 年 2月許老師返台，旋即被臺大政治學系聘為客座副教授，1973 年轉

為專任、1975年 8月升任教授。逾 30年的教育生涯中，擔任過臺大圖書館館

長、法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日本綜合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文化大學、

佛光大學等校兼任教授等職，並曾在東京大學擔任研究教授和客座教授（總共

三年的時間）。李登輝執政時期，曾被延攬進入李政府的外交智囊負責對日工

作，以及兩年期的無給職國策顧問。2000年從臺大專任教師退休，轉任政治系

榮譽教授，目前為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許教授一生專注於研究政

治，不從黨派利益與立場思考問題、不願當權力的奴僕，保持對於研究對象的

客觀性、批判性與獨立性，自詡為陽春學者。許老師未因精通日語以及與日本

而過度親日或喪失身為台灣人的主體性。常批評從美國進口的計量或現代化以

選票奪權的政治學，努力從平民的立場看台灣政治與權力核心的運作過程。 

許老師著作甚多，有《日本政治論》及其日文版《中国人の視座から—近

代日本論》、《日本現代史》、《戰後台灣史記》、《台灣史記（續）》、《日本政治制

度》（與楊鈞池合著）、《日本殖民地法制下的台灣》、《証言─霧社事件》、《台灣

史記─日本殖民統治篇 1、2、3》等書。作為留日以及台灣戰後日本研究先驅，

對日本溢美論、哈日論、全盤移植日本觀點有很深刻的領悟與批判，力求以西

方政治科學、世界史的發展為宏觀視野，抽離意識形態客觀探討問題。在日本

奇蹟方提出、日本經濟受高度推崇的 1968年，許老師即在〈明治維新與政治思

想〉1的發表文章中奠定其日本論基本思想體系－透過「文明開化」與「侵伐霸

道」兩個主軸與對立思想，辯證與研究日本。許老師認為 1980年代的日本，看

似民主安定、經濟富裕繁榮、社會和諧，然而日本社會實際上卻展現了暴發戶

的特質－貧乏且國富民窮，空有表象的日本第一。《近代日本論》可謂許老師日

本研究的精粹，其目的為一箭三鵰－嘗試從批判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戴季陶《日本論》與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日本現代化論》梳理並調和

出日本研究的適當觀點。在《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中，許老師試圖揭

穿殖民地台灣的溢美之詞、還原日本殖民台灣的真相。他認為積極形容甚至宣

傳日本在台的「成功的殖民地統治」的說法割斷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關係、美

化殖民主義，抹殺了歷史事實。許老師在大陸出版兩本書，一是《誰最了解日

本》，另一本是《李登輝與台灣政治》。 

                                                      
1《中央公論》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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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老師認為，台灣民眾的思考沒有同一性(identity)的絕對，而是富於多樣

性(variety)的變化，但是日本人對台卻偏頗的認定單一主義乃至絕對主義。由於

當前許與多媒體習慣於直接引用翻譯日文，常產生類似的結果，亦即在潛移默

化、不知不覺中讓台灣習慣與接受日本的觀點，而這對台灣學生不求甚解是有

害的。 

 

許介鱗老師，攝於日本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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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學者介紹 

台日經貿專家－黎立仁老師 

黎立仁老師不僅為台灣資深的台日經貿專家，更因為專業知識與實務兼顧

的專科背景，對於三十年來台日經貿關係的發展與演進有更深刻的體悟。黎老

師指出，1980年代台日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相關人才需求孔急，因此教育部

與經濟部委託省立臺中商業專科學校（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成立應用外語科

日文組，透過培育對日經貿人才銜接日治時代前輩退休所留下的日文人才缺

口。他恰逢其勝，成為應外科日文組第一批學生，同時接受日文、英語與經貿

知識的三軌訓練。在師長的教誨以及日本奇蹟風靡世界的背景下，黎老師對於

日本經貿、國際政治經濟等議題逐漸產生濃厚的興趣。專科畢業後，黎老師即

赴日深造，在橫濱國立大學經濟學部、國立一橋大學分別取得學士與碩士學

位，主要聚焦於國際經濟、日本經濟、日本企業體制等議題。在一橋求學期

間，指導教授為日本 APEC 學者代表團主席（賢人会議代表），因此無論是世界

或亞太經貿，都有更深刻的了解與探究。 

取得碩士學位之後，為了能直接了解日系企業的經營管理、獲得在日本商

社歷練的經驗，黎老師放棄直升博士班以及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工作機會並進入

三菱商事自動車部任職。工作幾年後，由於同時具有日本留學背景與國際經

濟‧貿易之專業以及三菱商事工作經驗，黎老師在機緣下進入銘傳大學應用日

語系，協助其發展日本經貿相關領域。換言之，黎老師不但是台灣大專應日系

第一批的學生，更成為應日系最早開設經貿相關課程的老師。任教期間，黎老

師深感國內日本相關系所絕大部分都是日本語文學，日本經貿與國際關係領域

課程重要卻很少，有加強培育政經人才的必要性。為了能回饋學生更多日本經

貿、企業組織的知識（例如豐田生產管理方式、日本獨特的公司組織、日系國

際企業、台日企業合作等），並結合自己在日本商社歷練的經驗，黎老師再次赴

日進修深造－選擇了中科大姊妹校名城大學攻讀博士。在名城大學除了可以就

近研究豐田企業，還可以蒐集一手資料、接觸相關研究團隊，結合實務與學理

做相關的研究，並回饋於教學。 

黎老師根據近幾年對於豐田生產管理、日本商社、台日企業合作、綠能與

電動車等議題的研究指出，台灣跟日本的產業鏈是不可切割的，台灣更應該朝

著強化與日本連結的方向努力。台日應該加強合作的重點產業包含綠能、長照

體系、機器人、智慧型工具機、電動車與國防科技等領域。換言之，培養更多

新人投入日本研究，無論是產業經濟或國際關係，都有利於從不同面向來強化

台灣產業競爭力、促進台日產業合作。對於日本當前的發展，黎老師指出 2015

年改訂之「日本再興策略」結合工業 4.0與創新(イノベーション)來提升生產效

率，盼能補足嚴重高齡少子化代導致的勞動缺口，進而帶動經濟成長與地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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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平衡發展，最終達到新安倍經濟學希望、夢、安心的訴求。未來在新生產

型態、節能生產方式（節能減碳新型工廠）方面，日本有帶動亞洲與世界各國

的能力與責任，特別是移植傳授給開發中國家。透過建構持續可能的發展模

式，以落實環境與經濟的平衡發展。 

黎老師指出，在秘書處盡心盡力推動各種活動、集結日本研究人才的努力

下，台灣日本研究社群已逐漸形成氣候與嶄露頭角。台灣不乏日本研究人才，

問題在於如何聚集與整合散佈於國際關係、日文相關系所以及各領域的人才。

黎老師認為，無論是在國際關係或經貿領域，學界都應該朝向挹注更多資源、

推動更多相互合作的方向努力。只有團結努力並積極培養下一代的研究人才，

台灣的日本研究才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與可能。 

 

黎立仁老師，攝於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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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學者介紹 

台日關係研究新秀－徐浤馨老師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致力於推動促進社會科學面向的日本研究，關於政治外

交的領域，毫無疑問是最重要的學術分野之一，例如當前的日本政治發展、外

交與安全政策走向、國際現勢下台日關係、政治經濟連結與互動等等。其中，

戰後對於日本殖民台灣的處理，既是台日關係與政治問題的源頭、亦是相關議

題不可缺少的歷史背景。這些問題若放置在學術課題上，那麼掌握第一手文獻

資料，就成為實證研究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將這個基礎與國際政治、國際法、

外交政策與安全戰略結合，從更深入的歷史脈絡，試圖回應國際情勢變化所出

現的各種「現代性」問題，以此進行各項基礎研究及跨領域的共同研究。 

本通訊創刊號特別開闢一專門介紹日本研究學者的專欄，希望能讓台灣學

界更加了解台灣的日本研究學者。為此，本期創刊號特別邀訪以戰後日本外交

及發掘台日關係新課題的台灣日本研究學界年輕學者－於日本北海道大學取得

法學博士（日本政治外交專攻）的徐浤馨老師。 

與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徐老師對於日本最初的印象來自於受過日本教育

並曾在日本工作的祖父。耳濡目染之下，開始建立對於日本的初淺印象與認

識。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就讀之後，先後修讀李永熾教授所開設的日本近代史

及日本史、吳密察教授台灣近代史等台灣與日本相關課程，逐步累積日台關係

的基礎知識，同時在大二暑假開始學習日語，以為留學日本做準備。在歷史與

日文兩大主軸的薰陶之下，徐老師更加萌生赴日留學、深究日本相關議題的念

頭。大學畢業後，因緣際會進入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工作，得以在進行赴

日留學準備的同時，建立人脈與累積相關的「日本」經驗。例如，因為協助處

理日治時期郵政儲金保險賠償的關係，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接觸到歷經「日本語

世代」的台灣長者。1999 年，在中研院台史所鐘淑敏教授引薦下，認識當時來

台做短期研究的川島真教授，後因嚮往川島教授的治學方式，乃決定選擇到北

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攻讀學位，並確定以戰後初期至 50年代日本對中外交為主

軸的台日中關係為研究重點。 

2000 年，徐老師進入川島教授研究室，開始在北海道大學辛苦漫長的留學

生活。徐老師指出，在逐步深入研究戰後日本對中外交政策的擬定及其對台日

中關係的影響，才慢慢了解到這個議題的複雜性與多重性，台日中三方之間的

兩兩關係不僅牽涉國際法，而且牽涉到更為複雜的歷史觀與國際情勢等的東亞

國際關係（史）研究的領域。然而，若僅從歷史、國際法或戰略安全的角度將

會見樹不見林，無法充分掌握與回答問題。因此當徐老師對該領域涉略日深，

發現更多懸而未解的問題，本質上就是涉及戰後的處理與安排，因而對該研究

課題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為了發掘與蒐集資料，東京外交史料館與台北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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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近史所檔案館所藏外交部檔案便成為他在撰寫論文時兩個最重要的研究據

地。徐老師分享了一個蒐集資料的小插曲。當時徐老師在東京外交史料館找到

關於台日關係的外交史料，總共有四十五支微縮膠捲及岸信介前首相訪台的兩

份原史料。由於每支微捲約 3000張，若當場印一張要 55日圓，非常不划算，

因此徐老師回報川島教授後，川島教授沒有多加考慮，即囑咐徐老師將總價約

五十餘萬日圓的四十五支微捲及兩份岸信介前首相訪台的原始資料全部購回北

大法學部，對此徐老師非常感念川島教授不惜重金協助他完成博士論文。2 

2007 年 6月，徐老師通過博論口試委員的論文審查及北大法學研究科教授

會審查後正式取得法學博士學位。返台後先在淡江、真理擔任兼任助理教授，

後赴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任職博士後研究（2008-2013）。2015年徐老師

申請到教育部補助 104 年度（2015,8-2016,7）博士論文改寫專書計畫（A 類），

研究據點在台師大東亞系。徐老師目前從事戰後台日關係、日本外交史與日本

外交政策研究，希望能進一步梳理出戰後處理給予台灣在東亞政治外交層面的

影響，以及之於日本的意義。 

深受日本學術專業訓練與養成模式的影響，徐老師對於台灣學界的日本研

究有兩個建議： 

第一， 台灣的日本研究方法與途徑和主流的國關、外交學界在研究取徑上

有對話與交流的必要，以開創一個兼具宏觀與微觀並融合學術上實

證與理論兩大研究派別之跨領域的日本研究。 

第二， 期望政府及相關民間團體能有更多的資源投入，除了可以強化與日

本學界的交流，以厚植台灣學界在日本研究上的學術競爭力，又可

以培養後進學生對於日本研究的學術熱情與未來期待。 

 
徐浤馨老師，攝於中山大學 

                                                      
2 徐老師取得學位之後，承川島老師的囑咐，將所有從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購得之微捲

與原始資料全部贈予北海道大學圖書館。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學會通訊 創刊號(NO.1)                                                 2016 年 6月號 

14 
 

日本研究學群動態 

學會與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台日戰略對話 

近年東亞國際現勢的發展，例如中國越來越積極的軍事與戰略手段、美國

再平衡政策的亞太佈局、北韓核挑釁以及區域經濟的整合，台日間戰略合作的

潛力與影響越來越重要。因此 2014年與 2015年，在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中山

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國策院文教基金會，以及日本方面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

所、PHP 研究所、東京財團等單位的共同努力與策劃之下，分別假台北與東京

舉辦了第一屆與第二屆的「台日戰略對話」國際研討會。台日戰略對話填補了

台日間長期缺乏「二軌對話」（Track II Dialogue）的空白，為將來台日間更緊

密的交流互動拉開了具時代性、戰略性合作的序幕，並在各層面皆獲得許多極

具建設性的意見。2016 年 5月 28與 29日，第三屆「台日戰略對話」國際會議

於台北與南投縣日月潭兩地舉辦，以因應國際政治大趨勢、剖析過去這一年的

新情勢，並延續台日戰略合作平台的對話機制，推動與各自及涵蓋政府、智

庫、與學術界的「戰略社群」有更緊密的接觸。第三屆「台日戰略對話」有五

個主題場次及一個總結討論場次，分別為兩岸關係與日本(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Japan)、亞太地區的中國與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Asia-Pacific)、南海的

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台日安全合作(Taiwan-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與總結討論

(Concluding Discussion)。討論議題涉及台日國內政治、兩岸關係、美國與中國

戰略佈局、東海與南海議題、國防工業、軍事安全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等領域，

將會是未來台日推動戰略與安全的重要參考。此外，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也

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簽訂合作備忘錄，確認雙方的合作伙伴關係。 

 

 

 

 

 

 

 

 

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簽訂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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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台日戰略對話 

第二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 

由當代日本研究學會與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共同主辦之第二屆

「日本研究青年論壇」論文獎研討會，6月 4日於政治大學順利落幕。本次共

有 12篇文章入圍暨發表者，日本國防外交與日本社會與文化各三名，日本政治

兩名、日本產業經濟四名。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李明院長指出，很高興能由

政大與學會合辦這樣的學術活動，有利於台灣日本研究發展與學子的投入，期

盼未來能夠多多益善。林文程會長相當鼓勵與支持青年論壇，並指出不只要繼

續辦下去，更期盼可以提高獎金以鼓勵更多學生參與。致詞結束後，林會長以

「中美競爭中的台灣與日本」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具體頗析新時代之下，中美

戰略競爭下台日關係的意義，以及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第二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與會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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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天的發表與評論，最後由評審評選出三篇優秀論文（日本政治組從

缺），分別為：日本國防外交組的林怡利同學（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生），論文為〈淺析中國崛起對美日同盟發展與日本國家安全政策走向之影

響〉。日本產業經濟組的林本長同學（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

生），論文為〈變與不變-日本新產業政策區域型飛機 MRJ 發展策略例〉。日本

社會與文化組的郭雨穎同學（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所碩士生），論文為〈近代日本

思想「轉向」問題：以國體為線索〉。學會頒予每位同學獎狀與一萬五千元的獎

金鼓勵同學研究日本並促進台灣日本學群發展，未來除了繼續以每半年舉辦一

次的方向努力，並安排相關文章集結出書。 

中山大學政治所博士生林怡利同學（左上）、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所碩士生郭

雨穎同學（右上）、中山大學亞太所博士生林本長同學（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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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PECC國際政經論壇 「國際政經情勢及我國之因應」 

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臺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

心與應用日語系合辦的「國際政經情勢及我國之因應」國際政經論壇 6月 2日

於臺中科大舉辦。與會的有邱達生（CTPECC秘書長）、鄭明政（勤益科大通識

中心）、廖舜右（中興大學國政所）、黎立仁（臺中科大應日系）、李嗣堯（臺中

科大應日系）等專家學者，就美國大選對全球秩序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困

境、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分享經濟國際化、新舊形態區域整合之競合等議

題，瞭解現階段國際與亞太區域政經情勢，探討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國際政經情勢及我國之因應」國際政經論壇與會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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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日台年輕研究者學術論壇 

3月 30日，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舉辦了 2016年日台年輕研究

者學術論壇（2016年日台若手研究者学術フォーラム），以增近台日雙方日本

研究的交流，期許年輕學者能公同討論日本目前面臨到的議題，尋找出適合台

灣借鑑的良處。論壇由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川島真教授擔任主要致

詞者。發表者有番定賢治（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暨國際社會科學専攻博士

課程、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柳沢崇文（東京大學大學院國際社會科學

専攻修士 1年）、頼文榮（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課程博士生）與林佳鵲（政治

大學日本研究學位課程博士生）四位學生，發表者涵蓋國際聯盟、能源資源外

交、終身雇用制度以及金融改革等議題。 

日台年輕研究者學術論壇（左圖），中逵啟示教授專題演講（右圖） 

中逵啟示教授專題演講－「為何 19世紀的日本可以成功實現現代國家建設？」 

5月 11日，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邀請到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

部中逵啟示教授以「為何 19世紀的日本可以成功實現現代國家建設？」（19世

紀日本はなぜ速やかに近代国家建設に成功したのか？）發表專題演說。中逵

教授指出 19世紀初，日本江戶幕府面臨末路歧途，內部政治腐敗不堪，外部又

有西洋列強虎視眈眈，在一連串的尊王攘夷的活動下，日本大政奉還，實施近

代化政策─「明治維新」。外力導致以中國中心的華夷系統面臨重大轉變，然而

相對於 19世紀的日本能在相對短的時間走向近代強國，同一時間中國的近代化

卻完全無法相提並論。中逵教授分析探討了日本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面與中國

殊異並得以實現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原因，給與會者帶來了極大的收穫，演講也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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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當代日本外交 

《當代日本外交》由學會李世暉、吳明上、

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五位學者合著，於 2016

年 1月由五南出版。本書探討 1990年迄今的日本

外交，第一部分為依時間排序的「日本外交的轉

變」，第二部分為「外交政策的議題」。前者以政

權輪替為軸，從海部俊樹政權到第二次安倍晉三

政權，論述各時期的重要外交事件與外交政策的

演變；後者以重要的外交政策議題為主，分別探

討日本的外交戰略、聯合國外交、經濟外交，以

及與周邊國家關於島嶼主權與歷史認識的外交爭

論點。使讀者可以具體而微從時間序列以及政策

議題兩個面向，全盤掌握日本外交動向與現況，

進一步思考與探討未來日本外交的趨勢與意義。 

當代台灣的日本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與實踐 

《當代台灣的日本研究：社會科學領域的

理論與實踐》由林文程理事長、郭育仁秘書

長、與李世暉主任共同主編，於 2016年 5月

由翰蘆圖書出版。本書除了收集 2015年 10月

於中山大學舉辦的第一屆「日本研究青年論

壇」優秀論文之外，還邀請學者專家共襄盛

舉，並分為總論、日本政治與外交、日本經濟

與社會三個部分。總論部分，第一章描繪出台

灣日本研究的整體現況與當前的問題，第二章

則是剖析當代日本政治發展歷程。日本政治與

外交有六篇文章，分別探討日本憲法第九條的

爭議、日本對東協的外交政策、戰後日本的安

保政策、日越關係與 ODA政策、日本的飛彈

防衛決策體系，以及日本的國防外交政策。日

本經濟與社會文化四篇文章則分別探討日本航

空產業發展策略、日本社會福祉法制、日本社會 

內處遇議題、日本的世界遺產參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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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已付梓的《當代日本外交》與《當代台灣的日本研究》，目前在籌

備中的有由吳明上、楊鈞池、林賢參、楊子震、王尊彥、徐浤馨與郭育仁七位

學者共同撰寫的《日本防衛政策》，以及郭育仁老師主編的《日本政治基礎講

義》，兩本暫定於 2017 年出版。根據目前的規劃，《日本防衛政策》將與《當代

日本外交》一樣，將分由年序章以及議題章兩個面向頗析日本防衛與安全，不

一樣之處在於本書是由戰後 1945年開始。防衛政策議題則有戰後日本國防體

制、民意與政黨、國際貢獻、國防工業、集體自衛權等重要議題。《日本政治基

礎講義》目前規劃十二章，除了前兩章戰前歷史與美國佔領時期的背景，之後

十章將由不同面向分析探討日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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