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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日本研究年會 

「全球政經新局勢下的日本研究」國際研討會 

 

日期：2017年11月10日(五)、11月11日(六) 

場地：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5樓(D522室) 

主辦：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

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協辦：臺灣民主基金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國貿局 

 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5樓 (D522室)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09：30 

會長致詞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 林文程博士 

 

頒發最高顧問聘書 

國策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 田弘茂博士 

 

貴賓致詞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最高顧問 田弘茂博士 

淡江大學校長 張家宜博士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 郭臨伍諮詢委員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西海茂洋副代表 

淡江大學副校長 戴萬欽博士 

日本地方政治學會・日本地域政治學會會長 白鳥浩博士 

09：30 ~ 10：00 

主題演講 

アベノミクス農政とＴＰＰの行方 

演講人：本間正義（日本西南學院大學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10：00 ~ 10：10 休息 

 

10：10 ~ 12：00 

場次 A 

D222室 

國際關係 

（中文組） 

D223室 

產業經濟 

（日文組） 

D522 室 

日本政治 

（中文組） 

12：10 ~ 13：00 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午餐（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3：10 ~ 15：00 

場次 B 

D222室 

安全保障 

（中文組） 

D223室 

日本政治 

（日文組） 

D522 室 

社會歷史文化 

（中文組） 

15：00 ~ 15：2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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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 17：10 

場次 C 

D222 室 

國際關係 

（中文組） 

D223室 

安全保障 

（中文組） 

D522室 

產業經濟 

（中文組） 

D504 室 

產業經濟 

（中文組） 

17：30 ~ 19：30 晚宴 

 

11月11日(六) 

09：30 ~ 10：00 
報到 

(淡江大學-台北校區 2樓 D223室） 

10：00 ~ 12：00 

場次 D 

D222室 

安全保障 

（中文組） 

D223室 

產業經濟 

（日文組） 

D522 室 

國際關係 

（英文組） 

12：00~ 12：10 
閉幕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林文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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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鐘，評論人時

間 10分鐘，綜合討論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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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於主持與評論人尚在邀請中，本議程僅供網路參考，非正式版本。同時

大會保有議程調整與安排的最終權力。 

11月10日(五) 

場次A（10：20 ~ 12：00） 

國際關係（中文組）7 

主持人：徐斯儉(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D222室 

馬英九政權下的台日關係(2008-2016)：發展、突破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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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斯儉(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  

中共在釣魚台爭議中的「強制外交」：從 2012迄今 

發表人：揭仲（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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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對南海仲裁案的態度 

發表人：李明峻（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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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對「日本崛起」與「中國崛起」之回應的比較： 

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政策選擇的分析視野 

發表人：陳亮智（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產業經濟（日文組）8 

主持人：任耀庭（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D223室 

アセアンの浮上と日本企業の進出戦略分析 

發表人：金恩志（韓國經濟部 KOTRA 主任研究員） 

評論人：陳浩政（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國際經營管理學程助理教授） 

Is He Doing Bad Business Legal Impacts of US’s Withdrawal on the US_ 

Japan and Other Original Signatories to the TPP 

發表人：小林友彦（小樽商科大學國際經貿法專攻） 

評論人：任耀庭（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新興国市場における台日企業の成長戦略比較 

發表人：伊佐田文彦（日本関西大學総合情報學部教授）、王鶴（日本関

西大學大學院総合情報學研究科研究生） 

評論人：黎立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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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欧 FTAが日本の輸出に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 

發表人：小山直則（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政治(中文組) 8 

主持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D522室 

日本自民黨的修憲提案與立憲主義憲法學修憲界限論—和平主義的安全保

障 

發表人：胡慶山（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為長期政權之研究：從內閣官房長官角色分析 

發表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評論人：鄭子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單一選區兩票制對日本首相任期的影響 

發表人：高韻茹（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評論人：陳致中（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 

日本年金制度改革之研究－兼論基礎年金之設立 

發表人：申育誠（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 

評論人：余玲雅（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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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於主持與評論人尚在邀請中，本議程僅供網路參考，非正式版本。同時

大會保有議程調整與安排的最終權力。 

場次B（13：20 ~ 15：00） 

安全保障（中文組）8 

主持人：范世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D222室 

安倍對外政策的挑戰與機會 

發表人：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評論人：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中美半島博弈與日本戰略因應 

發表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范世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安倍晉三內閣對中避險戰略的臺灣因素 

發表人：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泉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從空權理論看冷戰後日本航空自衛隊發展 

發表人：許哲睿/林穎佑（淡江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國立中正

大學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鄭子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日本政治(中/英/日文組) 8 

主持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D223室 

選挙過程からみる日本の利益団体政治 

發表人：丹羽功（近畿大學法學教授）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Emergence of New Right Parties in Japan in the 2010s 

發表人：白鳥浩（日本法政大學教授） 

評論人：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東京市政紊乱の原因か？東京市参事会の実態について 

發表人：佐賀香織（法政大學大學院政策科學研究所特任研究員） 

評論人：外山公美（立教大學社群發展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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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轉換期的日本憲法改正與防衛 

發表人：陳文甲（開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評論人：宋筱元（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 

社會歷史文化（中文組） 8 

主持人：曾秋桂（淡江大學日文系教授） 

D522室 

林子平的「八德」教育思想 

發表人：馬耀輝（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評論人：劉長輝（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NHK晨間劇中描繪的戰爭：以 2014年後作品為中心 

發表人：黄馨儀（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羅慧雯（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 

日本電影產業結構及籌資方式之研究 

發表人：羅慧雯（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日本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機制之研究 

發表人：傅瓊慧（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湯熙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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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於主持與評論人尚在邀請中，本議程僅供網路參考，非正式版本。同時

大會保有議程調整與安排的最終權力。 

場次C（15：20 ~ 16：50） 

國際關係（中文組）7 

主持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D222室 

日本因應中國一帶一路之政策分析 

發表人：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洪銘德（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日本視域中的「台灣問題」變遷軌跡－－從「一個中國」政策到「台灣問

題國際化」 

發表人：李易璁（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士）、陳靜珮（文藻外語學院

通事中心） 

評論人：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關於安倍內閣時期的安全保障觀-以新安保法為中心 

發表人：徐浤馨（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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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制裁行動之研究：日本強化單邊制裁因素之探討 

發表人：張紓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安全保障（中文組）8 

主持人：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D223室 

日米中「三国志」の風林火山戦略 

發表人：蔡錫勲（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陳永峰（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福島核災以降日本對俄羅斯的能源外交--以庫頁島能源開發為例 

發表人：葉秋蘭（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評論人：陳世民（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日本 2020東京奧運－舉辦大型運動賽事的軟實力戰略 

發表人：吳岳勳（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 

評論人：陳永峰（東海大學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二次安倍內閣後日本北方領土談判策略—以對俄經濟外交策略為例 

發表人：吳薇安（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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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人：林文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產業經濟（中文組）7 

主持人：黎立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副教授） 

D522室 

日本科技治理機制之研究：以國家戰略特區政策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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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耀庭（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日本 EU EPA-日本的農產品市場開放 

發表人：任耀庭（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評論人：劉慶瑞（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對外援助的政治：以中日韓對柬埔寨的競逐為例 

發表人：林文斌（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評論人：黎立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副教授） 

台日第三國投資合作－從「雁行理論」到投資協力夥伴關係 

發表人：汪哲仁（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 

評論人：陳文甲（開南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產業經濟（中文組）6 

主持人：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D504室 

中日在東協的經濟外交競合 

發表人：郭永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教授） 

評論人：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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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剖析安倍經濟學的側面：全球競爭大國 

發表人：鄭子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評論人：郭永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教授） 

新興東南亞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之政治經濟分析：寮國地方發展與國際非

政府組織之形構 

發表人：王文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鄭力軒（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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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六) 

場次D（10：00 ~ 12：00） 

安全保障（中文組）7 

主持人：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D222室 

日本網路安全機制的發展途徑 

發表人：趙申（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 

評論人：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日印戰略夥伴關係下的 US-2兩棲飛機合作計畫 

發表人：陳鼎尹（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楊子震(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日本 ODA 新增安全保障目標之因素探討-以「菲律賓能力構築計劃」為

例 

發表人：李欣倍（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 

評論人：王尊彥（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當代日本國家安全觀的轉變:以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例 

發表人：侯俊佑（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 

評論人：王尊彥（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產業經濟（日文組）9 

主持人： 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D223室 

トヨタ自動車のアジア進出とグローバル戦略～台湾と中国を中心に～ 

發表人：黎立仁（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副教授） 

評論人：董莊敬（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 

銀行による救済機能と利益誘発作用との関係分析 

發表人：小堀和彦（文藻外語大學專案助理教授） 

評論人：蔡錫勲（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 

Dynamics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ucture and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Goods and Services 

發表人：久永忠（経濟産業省通商政策局企劃調査室） 

評論人：小山直則（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副教授） 

店舗設備産業に関する研究-日本の現状及び台湾との分業関係をを中心

に 

發表人：賴朝暉（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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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李世暉（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 

日本アパレル企業のビジネス戦略の比較考察-ストライプインターナシ

ョナル（コエ）とユニクロを事例に- 

發表人：林敬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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