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2020 年會 

暨 

「全球變局下的日本研究： 

理論與實務的反思與再造」 

學術研討會議程 

 

日期：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力行校區（社會科學院） 

主辦：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國立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贊助單位：中華民國外交部、大陸委員會、遠景基金會、成大研發處、台南市政府新聞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2020 年 11 月 14 日 

09：10 ~ 09：20 報到 （成大社科院一樓廣場） 

09：20 ～ 09：50 

 

貴賓致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蘇慧貞 

台南市長黃偉哲 

文化總會副會長 江春男 

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徐斯檢 

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郭臨伍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 谷瑞生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副代表 橫地晃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會長 林文程 

 

9: 50 團體大合照 (戶外) 

09：55 ～10：20 
專題演講（1F 政治階梯教室） 

演講人：橫地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副代表） 



 

 

 

 

 

 

 

 

 

 

 

 

 

 

 

 

 

 

 

10：20 ～10：30 休息 



10：30 

～  
12：20 

場次 A 

安全保障組（6F 研討室 A） 

主持人：谷瑞生（外交部研究

設計委員會主任） 

 

發表人： 

（1）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

治法律學系教授） 

日本太空政策之發展與轉型：
從和平用途到軍事用途 
 

（2）盧政鋒（國立金門大學國

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美日在印太地區的海事安全合
作 
 
（3）荊元宙（國防大學政戰學

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

授）日本人工智能技術軍事應
用之發展與挑戰 
 
評論人： 

（1）谷瑞生（外交部研究設計

委員會主任） 

（2）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3）蘇紫雲（財團法人國防安

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

所副研究員） 

國際關係組（1F 階梯教室） 

主持人：林文程（當代日本研究

學會會長） 

 

發表人： 

（1）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教授）、盧信吉（國

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

後研究員） 

全球結構變遷下日本對中國戰略
之調適 

 

（2）馬振坤（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 

美國總統大選前中共對台軍事作
為對日本之意涵 
 
（3）王智盛（中央警察大學國境

警察學系助理教授） 

日本安倍政府對中政策的再檢
視：避險還是威脅平衡？ 
 
評論人： 

（1）林文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會長） 

（2）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研究員） 

（3）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國際關係組（6F 會議室） 

主持人： 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1）葉秋蘭（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探討日本大東
亞共榮圈的形成與崩壞 
 

（2）楊子震（南臺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作為戰後處置的小笠原返還 

 

（3）劉至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社會整合的傳播理論分析-以 2020
年習近平計畫訪日為例 

 

 

評論人：  

（1）陳欣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2）譚偉恩（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3）崔進揆（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安全保障組（6F 研討室 B） 

主持人：宋鎮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發表人： 

（1）蘇世岳（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

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日本購置馬毛島後西南防衛進展之研
析：兼論對臺海安全影響 

 
（2）楊名豪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

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李易璁（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博

士） 

近年日本海洋政策體制變革的反思與
啟示 
 

（3）蔡維陽（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

治研究所博士生） 權力轉移格局下對
日本安保政策影響 
 

評論人： 

（1）宋鎮照（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

系教授） 

（2）許家豪（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

院助理教授） 

（3）劉泰廷（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助理教授） 



12：20 
～  

13：30 
會員大會/午餐 （1F 政治階梯教室） 

13：30 

～  
15：20 

場次 B 

安全保障組（6F 研討室 A） 

主持人：楊永年（國立成功大

學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1）陳亮智（財團法人國防安

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

所副研究員）  

既有強權對崛起強權之軍事發
展的政策選擇：美國對日本帝
國海軍發展之回應初探（1918-
1941） 
 

（2）游智偉（中央警察大學公

共安全學系副教授）、湯廣正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生） 

美中戰略競爭與中國的灰色行
動：東亞的危機與轉機 
 

（3）林穎佑（國立中正大學戰

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

教授）  

從瓜島戰役看反介入作戰 
 

（4）陳育正（國防大學政戰學

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

授）  

國際關係組（1F 階梯教室） 

主持人： 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1）林子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副教授）、川島光（東海大學政

治學系大學生） 

民粹主義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
響：以日韓貿易爭端為例 

 

（2）許家豪（國立中山大學西灣

學院助理教授） 

疫情下的南海主權議題對未來亞
太區域政治之影響 

 

（3）徐浤馨（淡江大學日本政經

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安倍主義下的安保體制再建構 

 

（4）劉泰廷（國立中興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台日關係發展：COVID-19 和中國
崛起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日本政治組（6F 會議室） 

主持人： 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 

 

發表人： 

（1）胡慶山（淡江大學日本政經

研究所教授）  

日本國憲法三階段審查手法之研究 

 

（2）王尊彥（財團法人國防安全

研究院非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

所助理研究員）  

探析安倍執政時期中日釣魚台對立
的演變及其意涵 

 

（3）吳博群（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從新冠病毒防疫談日本的發展型國
家體制與災防體制 

 

評論人：   

（1）洪敬富（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學系教授） 

（2）李明峻（財團法人凱達格蘭

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3）蔡育岱（國立中正大學戰略

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產業經濟組（6F 研討室 B） 

主持人：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1）林文斌（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

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國家利益與民主人權：日本對柬埔寨
ODA 政策的分析 

 

（2）林俊甫（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

究院助研究員） 台日企業合作拓展第
三地市場策略研究—以台日中小企業
於東南亞市場合作為例 

 

（3）莊淑君（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

究院輔佐研究員） 日本地方商店街活
化帶動地方永續發展之策略 
 

評論人：  

（1）王宏仁（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

系副教授） 

（2）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研究員） 

（3）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

用日語系副教授） 

 



灰色地帶衝突之研究：以中國
應對日本在東海領土爭端問題
為例 

 

評論人：  

（1）楊永年（國立成功大學政

治學系教授） 

（2）馬振坤（國防大學政戰學

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 

（3）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

治法律學系教授）  

（4）范世平（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評論人： 

（1）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教授） 

（2）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本語文

學系教授） 

（3）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4）林彥宏（財團法人國防安全

研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助

理研究員） 

15：20

～  
15：30 

休息 

15：30 

～  
17：40 

場次 C 青年論壇 

日本社會歷史文化組（6F 研討

室 A） 

主持人：何思慎（輔仁大學日

本語文學系教授） 

 

發表人：  

（1）楊武勳（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特

聘教授） 

日本地方創生政策與大學角色
的轉變 

 

（2）郭孟倪（南投縣立宏仁國

中教師）、楊武勳（國立暨南

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1F 階梯教

室） 

 

主持人： 范世平（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發表人： 

（1）吳旻蒨、林虹伶、陳敏祥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

所碩士生） 

安倍內閣的美日同盟框架-以日本
自衛隊修憲為例 
 

（2）吳宜樺（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日本產業經濟（1F 80106 ） 

 

主持人： 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發表人： 

（1）沈宜瑾（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日本地方創生發展研究—以愛媛縣
與德島縣為例 
 

（2）陳偉舜（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從「區域主義理論」角度探討中國

日本政治社會與人文（6F 會議室） 

 

主持人： 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

學系暨碩士班教授） 

 

發表人： 

（1）卓秀妮（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

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難民法是難民政策的萬靈丹?-由日本
難民政策論臺灣難民庇護 
 

（2）賴郁璇（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

治研究所博士生）  

日本琉球分離運動策略選擇探討—民



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學系特聘教授、通訊作者） 

東日本大地震後南三陸町防災
教育之研究：兼論對臺灣之啟
示 

 

（3）林思敏（中山醫學大學應

用外國語言學系副教授） 

第二次安倍政權的日本移民政
策：「人力」與「人才」需求
之分析 
 

（4）黃惠華（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博士生）、陸德宇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生） 

探索 2011 年 311 災後日本社會
幸福感之圖像 
 

評論人： 

（1）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教授） 

（2）楊鈞池（國立高雄大學政

治法律學系教授） 

（3）陳永峰（東海大學共同學

科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4）葉秋蘭（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日本推動印太戰略的政策思考與
發展 
 

（3）張書屏（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日韓對立與美國在東北亞同盟佈
局困境 
 
（4）張芳瑜（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淺析美日同盟的本質：以日本陸
基神盾飛彈防禦系統之部署計畫
為例 
 
（5）葉家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生） 
美國霸權性質轉變下的日本安全
保障分析框架 
 

評論人： 

（1）范世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2）郭育仁（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3）林賢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4）馬振坤（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 

（5）賴怡忠（財團法人兩岸交流

遠景基金會執行長） 

加入 APEC 後日本對東亞經濟整合
與佈局 
 

（3）馬翊瑄（國立成功大學政治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生） 

美日貿易協定對台灣的啟⽰ ：以台

灣對美日開放進口為例 
 
（4）胡芯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

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檢視 18 次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 
 
（5）李曉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台日開放美國豬肉進口相關政策差
異之研究 

 

評論人： 

（1）李嗣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2）林文斌（文藻外語大學東南

亞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3）蔡育岱（國立中正大學戰略

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4）林正義（中央研究院歐美研

究所研究員） 

（5）李明峻（財團法人凱達格蘭

基金會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族自決與國際權力結構分析 
 
（3）陳郁婷（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

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日本水產廳與台日漁業協議適用海域
台灣漁民作擴大海域 
 

（4）張建邦（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

系大學生）  

以入江昭的「東亞共同體」觀點檢視
安倍政權以來的日本「價值觀外交」 
 

評論人：  

（1）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暨碩士班教授） 

（2）胡慶山（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

究所教授） 

（3）蔡東杰（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

治研究所教授） 

（4）林彥宏（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

究院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

員） 

17：50 

～  
第五屆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1F 政治階梯教室） 



18：20 

18：30 ~ 20：30  晚宴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38 樓） 

 

 

 

註 1： (1) 場次 A 中所有組均有 3 位發表者、3 位評論者。請發表者每人以 15 分鐘為限、 

評論者每人 10 分鐘為限，剩下時間為發表者回應及開放 Q&A 討論。 

  (2) 場次 B 的「安全保障組」、「國際關係組」均有 4 位發表者、4 位評論者。請發表

者每位以 15 分鐘為限、評論者每位以 5 分鐘為限，剩下時間為發表者回應及開放

Q&A 討論。 

(3) 場次 B 的「日本政治組」、「產業經濟組」有 3 位發表者、3 位評論者。請每位發

表者每人以 15 分鐘為限、評論者每人 10 分鐘為限，剩下時間為發表者回應及開放

Q&A 討論。 

(4) 場次 C 有 4 位發表者與 4 位評論者。請每位發表者每人以 15 分鐘為限、 

評論者每人 5 分鐘為限，剩下時間為發表者回應以及開放 Q&A 討論。 

(5) 青年論壇「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日本產業經濟」兩場均為 5 位發表者與 5 位

評論者。請每位發表者以 10 分鐘為限、每位評論者以 10 分鐘為限，剩下時間為發

表者回應以及開放 Q&A 討論。 

(6) 青年論壇「日本政治社會與人文」，為 4 位發表人與 4 位評論者。請每位發表者以

10 分鐘為限、每位評論者以 15 分鐘為限，剩下時間為發表者回應及開放 Q&A 討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