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刊頭致詞－轉變中的台灣日本研究－李世暉 

本期焦點－東京都議會選舉撼動日本政壇－李明峻 

本期焦點－理解沖繩人民反抗國家暴力的兩個誤區－林泉忠 

學者介紹－從「日本的台灣研究」到「台灣的日本研究」－王尊彥 

學生介紹－從北方領土問題探究日俄關係－吳薇安 

學會動態 

亞太智庫領袖峰會特別報導 

2017年 8月號

NO.8 

出版動態&徵稿啟事 



2 
 

 

 

刊頭致詞 

轉變中的台灣日本研究 

李世暉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主任、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副會長 

台灣的日本研究，正處於關鍵的轉變期。而此一轉變期的到來，主要是源自於

下述三項重要的背景：國際因素、國內因素以及學術社群因素。 

  首先是國際因素的東亞局勢變遷。過去 20 年來，經濟勢力快速崛起的中國，

主導了東亞局勢發展；而長期經濟停滯的日本，則失去了其在東亞區域的著力點。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走向成長趨緩的「新常態」，以及日本在東亞政經舞台的積極

作為，作為學術探討與政策分析的日本研究，重新受到國際重視。其次是國內因素

的台灣內部政經局勢變化。對台灣而言，日本與中國是影響台灣發展最重要的鄰近

國家。特別是中國，無論在政治、外交、軍事還是經濟領域，其政策方向與台灣的

生存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台灣的區域研究重點，長期以來均以中國研究為主流。

然而，隨著民進黨政府對兩岸關係的重新定位，以及對外經貿政策的重點調整，日

本在台灣經貿外交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最後是日本研究人才的匯流。台灣的日本研

究，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一度面臨青黃不接的狀況。但在當代日本研究學

會的成立後，不僅形成各方人才匯聚的學術社群網絡，也建構了資訊匯流的學術平

台。此一日本研究人才的匯流，讓台灣近年的日本研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態

勢。 

  在上述的三項因素影響下，台灣的日本研究學群也積極透過各方連結，逐漸在

學術界、政策界、產業界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在與各領域的互動過程中，也呈

現出當前台灣日本研究所面臨的三項挑戰。首先是在學術領域上，日本研究的核心

價值與領域學門亟待釐清。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欲發展成為一研究學門，

必先確立研究之核心價值，再經過數十年的研究成果累積，方能在學術領域中占有

一席之地。如「性/別」研究必先確立其性別平等的核心價值，公共行政研究必先確

立其政治決策理性選擇的核心價值。日本研究的核心價值，目前尚待釐清。其次，

在人才培育上，台灣日本研究學術機關所培育的專業人才，如何使其同時在就業市

場與學術領域上發揮所長。過去管理學門的發展，是在產業、企業與市場的需求驅

動下，逐步充實其組織、策略的研究內涵。以管理學門的發展經驗來看，日本研究

的建構必須納入當代社會發展之脈動，方能強化日本研究的社會基礎與研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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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台日關係貢獻上，具日本專業知識的學者專家，如何將其自身研究

之成果與日本學術領域結合；以及台灣日本研究的成果，如何與台灣、日本以及

國際社會發展脈動結合，均為論述當代台灣日本研究時不可或缺的要素。 

  就主觀條件與外在環境來說，當代台灣的日本研究，只要能夠針對上述三

項課題提出解決方案，將可使台灣的日本研究朝向兼顧學術與經驗、制度與趨

勢、全球與在地的獨立學門發展。謹提出下列三項策略原則與可能的具體方

案，供關注台灣日本研究的先進參考。 

第一，發展學術與經驗連結的日本研究。台灣日本研究的發展過程不同於

其他學門，過去是以實務性、經驗性的成果為主；但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風潮

的影響下，當代台灣的日本研究開始朝向理論建構與邏輯論述發展。然而，對

一學門領域的健全發展而言，必須同時兼顧理論層面與經驗層面，並在學術要

求與工具需求之間形構和諧的良善互動。當代台灣的日本研究，既是日本研究

成果的學術資料庫，也是反映社會需求、提供政策建議的前瞻智庫。在具體政

策上，可進行強化大學教育中的專業日本研究知識課程、建立完善的日本研究

資料庫、建構日本研究的產官學合作平台等。 

  第二，推動制度與趨勢連結的日本研究。透過資源整合協助研究學門領域

的發展，已成為強化學門競爭力的重要政策方針。因此，在思考與規劃當代台

灣的日本研究時，在資源整合上必須透過制度性的作為，讓包含台灣各界與日

本各界在內的行動者，持續性地進行交流與互動；在研究領域上，則需同時考

量以過去為對象的研究領域，以及以當代、未來為對象的研究領域，並在制度

上予以必要之調整。在具體政策上，可進行日本研究學術期刊的發行、留學與

獎助學金制度的改善、日本研究中心的設立與運作等。 

  第三，全球與在地連結的日本研究。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台灣不能自外

於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影響之下的學術潮流；而當代台灣日本研究的

建構，也無法脫離台灣本土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影響之下的學術典

範。此種全觀性日本研究乃是具備「思辯」、「實踐」、「開放」、「永續」等與當

代主流學門相等的學術特色與潛質。在具體政策上，可進行台日合作研究與出

版計畫、研究人才的制度化交流、跨國日本研究論壇的設置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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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日本研究之關鍵轉變期，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在

歷屆會長與理監事的努力下，2010年成立的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不僅已發展成

為台灣日本研究最重要的學術平台，更透過《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的發行、

與各國日本研究學術社群的連結等積極作為，大幅提升台灣日本研究在國內外

的能見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以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為核心的台灣日本研究學術

平台，將可藉由與國內外各學科領域的互動，走出一條具台灣特色的日本研究

之路。 

 
李世暉老師，攝於國立中山大學 

（照片由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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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點                                      

東京都議會選舉撼動日本政壇 

李明峻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 

由於安倍首相自身有森友學園、加計學園事件等醜聞，自民黨內閣官員又接

二連三失言出包，加上安倍自 2012 年當選首相後強推共謀罪與開放賭場的綜合

度假村(Integrated Resort, IR)建設法案等多項極受爭議的法案，使得 7 月 2 日舉

行的東京都議會選舉，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領導的地區新黨「都民第一之會」加上

其盟友取得的議席，超過都議會半數議席，自民黨遭逢歷史性慘敗，成為都議會

選舉歷來成績最差的一次。於是，安倍在選舉結束隔日早上立即舉行記者會，表

示會為此次選舉大敗深刻反省，隨後並立即重組內閣，為挽回國民的信任而努力。

只是目前的情勢如果繼續延燒，可能影響到未來日本修憲進程，甚至安倍都有可

能提前下台。 

小池百合子原是自民黨成員，在小泉政府時曾擔任防衛大臣，但去年在沒通

知黨的情況下，突然自行宣佈參選東京都知事，在當選知事後一直與自民黨交惡。

她今年 6 月正式宣布脫離自民黨，自組新地區政黨「都民第一之會」，在這次都

議會選舉派出 50 人參選，結果僅 1 人落選，連同選舉中推舉的無黨籍議員共取

得 55 席，成功挑戰自民黨在都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若加上盟友公明黨及其他

支持小池百合子的當選人，議席數目共達超過半數的 79 席，取得首都議會的控

制權。此次選舉被視為市民對小池出任都知事的評價，以及下屆眾議院選舉的前

哨戰。 

反觀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只得 23 席，較上屆 57席大為減少，自民黨

東京都支部聯合會會長下村博文辭職為敗選承擔責任。日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更

是遭逢重大挫敗，東京都議會在全盛時期曾取得近半的 54 席，但這次東京都議

會選舉竟然滑落到只剩 5席，迫使黨魁蓮舫辭職。只有公明黨、共產黨不受影響，

甚至略有斬獲，公明黨從 22席增為 23席、共產黨從 17席增為 19席。其中，公

明黨、民進黨已向小池示好，意味自民黨在東京都勢力大挫。 

東京都議會選舉日本自民黨遭受歷史性慘敗，對安倍為首的執政自民黨政府

帶來莫大衝擊。這次選舉結果將為未來日本政治發展帶來甚麼影響呢？由首相安

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自 2012年 12月上台以來可以說一帆風順，經歷一個民意

支持穩步上揚的執政期，但從今年開始一切突然發生劇變。首先，安倍本人先後

涉及森友學園與加計學園風波，而自民黨在處理這兩件事上出現問題，一直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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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拒絕查明真相。最後因文部科學省承認文件屬實，政府被迫修正發言，這種

出爾反爾的態度，印象分數自然大打折扣。安倍個人聲望開始走下坡。 

    接著，安倍內閣官員又一再失言引爆國民憤怒，如地方創生大臣山本幸三竟

以應對遊客不足為由，斥責各地文化館設施的專業研究人員為「最大癌症」應全

數掃光；內閤府政務官務台俊介因視察東北災區時讓人背著過積水而導致爭議，

之後竟在公開場合調侃「水災災區讓做長筒靴生意的大賺」，引發眾怒後被迫辭

職；復興大臣今村雅弘主管東日本大地震災後重建，卻多次發出輕視災民乃至

「幸災樂禍」的言論，甚至稱地震「幸好」發生在日本東北，結果在強大的政治

和社會輿論壓力下，被迫決定辭職。這些事件都是讓安倍的自民黨在東京都議會

選戰慘敗的原因。 

這些一連串事件迫使安倍於 8月 3日進行內閣改組及自民黨人事調整，以鞏固

領導中心，並讓國民耳目一新。在 19 名閣員中，官房長官菅義偉及副首相兼財務

大臣麻生太郎等 5人留任，有 6人新入閣、女性閣員 2人。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外

界認為外務大臣岸田文雄會續留內閣，卻轉入自民黨擔任「三長」之一的政調會長。

岸田派有 4人入閣，包括法務大臣上川陽子、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文部科學大臣

林芳正及一億總活躍擔當大臣松山政司，居各派閥之首，顯示安倍對岸田派的禮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外務大臣由河野太郎擔任，河野太郎的父親河野洋平曾擔

任外相、內閣官房長官及眾議院議長，曾於 1993 年發表著名的「河野談話」，承認

戰時日軍強徵慰安婦，算是日本政壇親中的代表。另外，野田聖子出任總務大臣，

與中國關係友好的林芳正出任文部科學大臣，這兩位過去都曾公開批評安倍，安倍

委任二人入閣，旨在展現用人唯才，並維持黨內勢力平衡。此次首次入閣的大臣僅

6人，且並未起用年輕議員，顯示安倍此次改組以求穩為先，但未必能藉此挽救民

望。 

安倍雖為招致國民不信任而鞠躬道歉，誓言再次站回 5 年前奪回政權時的原

點，謙虛認真地回應國民的託付，但由於共謀罪法案、開放賭場的綜合度假村建設

法案等極受爭議，根據「每日新聞」7 月 22至 23 日的民調，56%的受訪者並不支

持安倍政府，較 6 月份的前一次調查升高 12%，於是東京都議會選戰成為變相公

投。但儘管東京都議會選舉具指標作用，因小池的都民第一之會僅為地區政黨，在

國會不佔一席，因此未能真正威脅自民黨，同時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僅

取得 5席，因此在可見將來執政自民黨在國會的優勢地位相信不會動搖。然而，安

倍的首相位置雖然暫時並不會被代替，但他正面臨權威逐漸消失的重大危機，此點

關係到安倍三連任執政自由民主黨黨魁的希望，以及原訂今年內提出的修憲草案或

將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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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遭到東京都議會選舉結果的衝擊，被視為後安倍人選的石破茂、岸田文

雄等人都在選舉後流露對安倍政府的不滿，有聲音認為這次是安倍的挫敗而不是

自民黨的挫敗，安倍在黨內獨強的「安倍一強」現象產生動搖，此點關係到安倍

是否能三連任執政自由民主黨黨魁。今年 10 月 22日，衆院愛媛 3區與青森 4區

因國會議員病逝而將舉行補選，這個雙補選將成為安倍去留的關鍵探針。這兩區

目前都是自民黨勝選的選區，如果在 10月 22 日的雙補選中自民黨兩席全失，將

顯示安倍政權已不獲日本國民信任，屆時安倍有可能被迫辭黨魁，甚至鋌而走險

解散國會舉行大選，或者是在 2018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被拉下馬。 

再者是安倍修憲大業是否受到影響亦值得觀察。先前由於選情不利，原本打

算在 2020 年實施新憲法，安倍似乎有些迫不及待，趕在 6 月 24 日前的一個場

合，公開表達希望在年內將修憲方案提交國會的明顯意願。但多位自民黨議員表

示，以現在選後的政治環境，實在無法提出修憲討論，在今日反對聲浪高漲的情

況下，貿然提修憲只會惹來更大不滿。在此種情況下，安倍原計劃在今年內提出

的修憲草案或將延遲，甚至是否可能因安倍提前中箭落馬而胎死腹中？ 

由此看來，這次都議會選舉，除直接影響執政自民黨在東京的影響力，亦可

能對自民黨政府構成影響，安倍前景已經蒙上陰影。至於小池百合子未來的政治

影響力如何，是可能重整反對勢力另建全國性政黨，還是在後安倍時期回到自民

黨向上推進，或是步上橋下徹曇花一現的後塵，端視她的政治智慧與日本政壇的

變動。 

 
李明峻老師，攝於國立中山大學 

（照片由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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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沖繩人反抗「國家暴力」的兩個誤區 

林泉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監事 

  歷史正在不斷地重複。 

反魚鷹機與美軍基地的縣民大會 

    2017 年 8月 12日，在離台北 627公里外的日本沖繩縣首府那霸市的奧武山公

園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縣民大會」，要求在日本國內全面禁飛由美國開發生產的

魚鷹直升機，同時反對普天間美軍基地從沖繩宜野灣市遷至該縣北部的名護市邊野

古海岸。根據主辦方宣稱，本次「縣民大會」約有 4.5萬人參加，親自出席該大會

的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再次承諾「絕對阻止在邊野古建設新基地！」。 

    衆所周知，由於常駐沖繩的美軍時而發生事故，時而涉及犯罪，長期纍積了沖

繩人的不滿情緒。因此，沖繩縣内大規模的抗議集會並不罕見，近年幾乎更是年年

都召開，且幾乎都與美軍基地有關，去年 6月也舉辦了一場抗議一名美軍軍屬殺人

事件的大型縣民大會。 

    誠然，有關普天間美軍基地的搬遷問題，亦非今年才發生。自從 2011 年日本

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首相食言未能履行「至少搬到縣外」的承諾以來，反美軍基地

的縣民集會更是屢見不鮮。此次的大規模集會的引爆點，近因是 8月 5 日駐沖繩美

軍的魚鷹機在澳洲昆士蘭沿岸執行任務時墜毀，再加上去年 12 月亦有魚鷹機在名

護市沿岸迫降，因而引發沖繩民眾對魚鷹機安全問題的高度關注。據《財星》(Fortune)

報導，魚鷹直升機從試飛到服役，已經發生許多意外，導致最少 30人死亡。因此，

自從 2012 年 10 月 1 日駐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配置第一架 MV22 可垂直起降的

魚鷹直升機於普天間機場以來，沖繩民衆反對魚鷹機在沖繩配置計畫的聲浪不絕於

耳。 

此次在澳洲的墜機事件發生後，新任的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當時表示，「在

與美國協調前，不會再出動魚鷹直升機」。然而，就魚鷹機參與 8 月 18 日於北海

道的美日聯合軍演計畫，當美國聲稱「可以安全航行」後，日本政府卻來了個髮夾

彎，於是 11日轉而同意重啟飛行。就此，翁長雄志在縣民大會也激憤地抗議：「這

正是縣民最為恐懼的狀況，只要美軍稱有需要，日本政府就馬上退讓」。沖繩輿論

包括兩大報社《沖繩時報》與《琉球新報》都不約而同地嚴辭批評日本政府對美國

一副卑躬屈膝的嘴臉，並嘲諷日本主權「至今仍未（從美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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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人 70年的抗爭運動 

    衆所周知，沖繩人民反美軍基地的抗爭運動由來已久。自從經歷了二戰期間

最爲慘烈、導致沖繩失去四分之一人口的沖繩戰役之後，美軍開始統治沖繩。隨

後，1948 年南北韓分治定局，尤其是 1949 年親蘇聯的中共於中國大陸建政及

1950 年韓戰爆發之後，東亞冷戰格局宣告成型，遂觸發美國開始在自己控制下

的沖繩大規模建設美軍基地的計畫。而沖繩人民反美軍基地的抗爭也從那時開始，

1950年代就爆發了轟轟烈烈的「全島抗爭運動」。換言之，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

動的歷史已經走了將近 70年。 

    然而，其後美軍在沖繩繼續擴建基地的計畫並沒有停止。最讓沖繩人民不能

接受的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居然與美國暗中達成協議，讓在沖繩的美軍基地於

1972 年沖繩復歸日本之後仍可以無限期地存在。因此，美軍基地長期成爲沖繩

社會與日本政府之間微妙關係中揮之不去的一根刺，並延續至今。這根刺也成功

地扮演了維持沖繩人與「大和人」之間心裏距離的重要角色。 

    或許正因爲這根刺的長期存在，沖繩社會的抗爭此起彼落，從未停止，也部

分造成了外界對「沖繩問題」的錯誤解讀。 

誤區一：沖繩人「反日反美」的仇恨心態 

    誠然，本質上是「日本問題」的「沖繩問題」錯綜複雜，一不小心，就很容

易解讀錯誤。其中一個最讓外部容易誤解的，就是對沖繩社會「反日反美」的刻

板印象。 

    無可否認，沖繩社會因爲美軍基地問題，對日本政府及美國政府長期存在不

信任與不滿的情緒。然而，倘若輕易地將之解讀為「反日反美」的仇恨，則未免

過度解讀了。其實，沖繩主流社會對美軍基地的不滿，如上所述，確實造成與日

本之間的心理距離，但是基本上並沒有上升到對日本政府乃至對日本人「仇恨」

的層面，對美國的態度也大致如此。因此，縱覽歷次反美軍基地運動，包括這次

的縣民大會，即便容易聽到「美軍基地滾蛋」的怒吼，卻並不容易聽到「日本人

滾蛋！美國佬滾蛋！」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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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能到位地理解了沖繩人民對 1972 年復歸日本的態度，恐怕就能理解了

沖繩民衆一直以來反抗美軍基地運動的本質。自從 1950 年代初沖繩未來的地位

問題浮上臺面之後，沖繩社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波瀾壯闊的「回歸祖國日本」的

「日本民族主義」運動（參照拙文〈沖繩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十字路－「祖國復

歸」と「反復歸」のイデオロギー的特徵を中心に」〉）。到了臨近 1972 年復

歸日本前夕，「復歸運動」所提出的口號是「向日本本土看齊」。然而，雖然沖

繩人民迎來了渴望已久的「回歸祖國」，卻看著日本政府容許龐大的美軍基地繼

續留在沖繩。儘管 1972 年後美軍基地略有減少，如今僅佔日本國土 0.6%的沖繩

縣内卻仍駐守了佔駐日 74%的美軍基地。換言之，沖繩人之所以對日本政府不滿，

是埋怨日本政府沒有把沖繩與其他日本地區同等對待，因而部分萌生「日本歧視

沖繩」的心理。然而，即便存在這種心態，卻也仍未上升到明確的「仇恨」層面，

因爲沖繩主流社會期盼的是消除美軍基地的壓力，而不是脫離日本。 

誤區二：沖繩人期盼「脫離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 

    誠然，沖繩社會的認同結構非常複雜，需要謹慎地觀察、分析。根據本人於

琉球大學任教期間（2002-2012）所做的「沖繩住民身份認同調查」（2005-2007），

沖繩民衆對自身身份認同的看法，呈現類似臺灣社會的複合型結構。調查結果顯

示，約四成受訪者選擇自己是「沖繩人」，二成五認同自己是「日本人」，而約

三成則自認爲自己「既是沖繩人，也是日本人」。換言之，沖繩人本土意識的程

度並不低。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沖繩社會也傾向「脫離日本」而獨立。 

    筆者主持的此項調查也首次包括了沖繩民衆對「統獨問題」的態度。連續三

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即使「可以選擇」，也僅有兩成的民衆回答「應該獨立」，

平均都未超過兩成五，而持否定態度的則超過六成。因此，筆者解讀，大部分的

沖繩人民即使對美軍基地强烈不滿，仍願意留在「日本」這個大家庭裏面。再者，

根據對沖繩歷史與社會脈絡的理解，筆者以爲兩成持「應該獨立」態度的民衆中，

有相當部分並非執意要與日本訣別，而是希望能以「獨立」作爲籌碼或武器，來

與日本政府討價還價，逼日本政府減輕沖繩社會在美軍基地問題上的沉重負擔。

換言之，筆者以爲執意非「獨」不可的沖繩人應僅停留在約一成左右。 

    值得補充的是，根據最後一年的調查數據，其中一道問題顯示，倘若「美軍

基地問題得以解決」，約三成多的受訪者認爲「會增加沖繩人的日本人意識」。

從此項調查數據，也不難窺視出沖繩社會對美軍基地與自我身份認同之間存在的

部分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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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次縣民大會的舉辦，根據 TVBS 的報導，參與了集會的一位沖繩年輕人

解釋了他與會的動機：「因為沖繩也是日本的一部分，真的就是日本國土，我自

己是沖繩人也是日本人，沒有分別，希望能夠被平等對待」。由此也可看出本文

所指出的兩個論點之所在。 

    誠然，沖繩民衆反美軍基地的心理狀態需更細膩地去理解，而不應草率簡單

地將之視爲沖繩社會的分離主義情緒。然而，美軍基地的長期存在，卻是不爭的

客觀事實。其中隱含「中心」對「邊陲」所施壓的「國家暴力」卻是呼之欲出。

儘管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胸有成竹地多次表示「一定阻止新美軍基地的建設」。

然而，當今年五月本人重返沖繩，與負責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的當地官員會晤時，

問及「説到底縣政府是否有能力最終阻擋日美政府的搬遷計畫？」，該官員則明

確地感嘆：「很難」。 

    從沖繩個案來看，民主社會的「國家暴力」仍堂堂正正地存在，這是另一個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沉重課題。 

歷史不僅在沖繩這塊土地上不斷地重複，也同樣發生在我們的土地上。 

 

 

林泉忠老師，攝於第七屆日本研究年會 

（照片由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秘書處提供） 

 

 

10 



12 
 

  

 

 

學者介紹                                        通訊編輯 陳鼎尹 

從「日本的台灣研究」到「台灣的日本研究」－王尊彥老師 

 

王尊彥老師，攝於第七屆日本研究年會 

 現職 

  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地域文化研究科學術博士 

 經歷 

  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研究員 

  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兼任講師 

  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研究助理 

   王尊彥老師為台灣日本研究學界的新生代學者，研究領域為日本對外關係

與政策，曾任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研究助理、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

系兼任講師、國安會助理研究員等職，目前於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執教鞭。

王老師與多數日本研究學者大異其趣之處，是從「日本的台灣研究」到「台灣的

日本研究」的轉變－雖然王老師留日取得碩、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卻都未以「日

本」、而是以「台灣政治」為主題，然留日經驗及對日語的掌握，使他能同時關

注日本議題，奠定研究日本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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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尊彥老師在就讀東海大學外文系時，除因必修第二外語而接觸日語之外，

亦因修習王業立老師的國際關係，以及旁聽王振寰老師的發展社會學和政治社會

學，而開啟對社會科學的興趣。隨著日語進步，王老師將留學作為生涯規劃的選

項，並於 1994 年通過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考試，進入筑波大學地域研究科東南

亞組，學習東南亞政治與國際關係；取得碩士學位返台後，曾擔任研究助理及國

會助理等工作，也在大學兼授日文和台日關係等課程。儘管因工作之便得以觀察

政治實際運作而獲益良多，卻也感到所學不足，萌生更上層樓的企圖心。於是王

老師再度報考交流協會獎學金，於 2002 年赴東京外國語大學攻讀博士，師從台

灣研究專家井尻秀憲教授，從事有關戰後台灣政治反對勢力之研究。取得博士候

選人資格並完成博士論文部分內容後，因緣際會先返國進入國安會擔任助理研究

員，負責兩岸議題的研究。離任後，王老師於 2010年 10 月順利以探討 1980年

代黨外勢力（民進黨）「議會路線」與「街頭路線」之爭之論文《1980 年代にお

ける台湾の政治反対勢力に関する研究―「二つの路線の紛争」を中心に―》取

得博士學位，旋即於 2011年進入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系，正式踏上教職之路，

教授日語與日本現勢等課程，在學術發表方面亦以日本研究為主，聚焦在日本的

對外關係。 

王老師表示，日本長期重視對於外國的研究(foreign studies)，因而發展出很

強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學術傳統，以語言能力、學科訓練和田野調查作為

區域研究的三大訓練。他有幸在留學期間學習日本對東南亞和台灣的區域研究，

培養自己的問題意識，並在日後運用於日本研究上。王老師回顧，國際政治學向

以美國為主流，加上其指導教授留學美國，因此常常需要同時閱讀英、日文文獻，

或是用日文整理英文資料或課堂發表，雖然辛苦，但英日語（尤其是閱讀）能力

因此進步不少。 

王老師認為，區域研究應是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至少是從某學科

（例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出發，再加上一些其他領域（例如：歷史、

文學、藝術）的元素。在這方面，他認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和人文學科

(Humanities)是有意義的結合類型：前者堅持客觀冷靜的分析，後者則具有主觀的

情感關懷；客觀分析本來就是社會科學的精神，但對於研究區域的人、事、物的

主觀熱情與執著，卻是研究者願意持續研究的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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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留學日本，給了王老師近距離觀察日本這個國家的機會，即使當時的研

究「無關日本」，卻仍是日後進行日本研究時的重要經驗與啟發。例如在碩士階

段研習東南亞國家、以及博士階段研究戰後台灣政治發展時，常接觸的「民族主

義」、「正統性」等概念，相當有助於王老師近年來的日中關係觀察與研究。王老

師近年的研究重點在於日本的對外關係（尤其是日中關係）感到興趣，除了與美、

中等主要大國的關係之外，也關注日本和東南亞或南太平洋等開發中國家的關係。

對於日本未來與日中關係，王老師認為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後，日本的國際關係

氛圍似乎「開朗」不少，也更有自信，尤其在外交與防衛領域「走出去」，有利

於執政團隊調整對外關係。在日中關係方面，儘管在 21 世紀第一個十年曾經出

現激烈衝突，安倍第二次執政初期也頻生齟齬，但看起來目前兩國政府均以維穩

為上，謹慎保守地處理雙邊互動。日中關係若能維穩，便有助亞太地區維穩，區

域內國家才有可能進一步繁榮。 

王老師指出，他成為新科博士與取得教職之時，正值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成立不

久、台灣幾所大學先後成立日本研究中心之際，不僅研究者人數快速成長，研究主

題也豐富多元貼近現勢，呈現欣欣向榮姿態。作為日本研究的新人能躬逢其盛，感

到非常幸運，也提出他對學會與各校日本研究中心的關懷：學會的目的是什麼？各

校日本中心的目的與發展策略如何兼顧「發展」與「生存」？針對前者，王老師相

當贊成學會當前多面向（學群交流、會議籌辦、二軌對話、刊物出版、提攜後進）、

多領域（涵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與多層次（與智庫、大學、政府間的連結）的

發展路線，毫無疑問已累積豐碩成果，有目共睹。至於後者，在各校日本中心資源

有限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考慮「傾斜式發展」，以建立自身特色並形成「市場區隔」？

亦即，各中心選擇特定領域（例如：政治經濟、安全外交、國內政治、文學等）與

定位（例如：教學中心、研究中心或智庫），然後集中資源發展。學會則是作為一

個具廣泛性的(comprehensive)日本研究聯盟的概念，與各有專精的(specialized)研究

中心，彼此有機結合相輔相成。最後，王老師除對於林文程理事長、郭育仁秘書長

推動會務不遺餘力，表示感謝與敬佩之外，亦對於自己身為學會、以及日本研究學

群一份子與有榮焉。 

 

  

 

  

13 



15 
 

 

學生介紹                                        通訊編輯 陳鼎尹 

從北方領土問題探究日俄關係－吳薇安同學 

 
吳薇安同學，攝於第三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 

吳薇安同學目前就讀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研究領域為國際政

治經濟、日本外交與日俄關係，於今(2017)年 6月 9日的第三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

獲得日本安全與外交組優秀論文獎，因此本期介紹吳薇安同學的日本研究歷程。吳

同學大學就讀以「培養具全球視野之國際政治經濟人才」為目標的淡江大學全球發

展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因此大學時期即進入社會科學與政治學領

域，也因為廣泛接觸國際政治經濟議題而開啟區域研究的興趣。吳同學指出，修習

包正豪老師的統計學與民主政治課程中是她政治學的啟蒙，而在周志偉老師的國際

關係課程中則將宏觀、系統性的國際政治動態與理論連結。徐本欽老師的東南亞政

府政治，由於聚焦於中國與亞太區域的政治經濟議題，成為吳同學日後針對亞太區

域政治經濟的志趣，以及報考亞太所的動力之一。赴國外學習的機會則擴展了吳同

學的國際視野，更是日後掌握國際政治脈動與時事敏感度的重要經驗。吳同學於大

三時赴捷克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經濟系擔任交換學生，探討國際經濟動

態、總體經濟政策與歐盟等議題，之後透過系上申請爭取赴馬來西亞重要的民主暨

人權非政府組織－馬來西亞人民之聲(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實習。除了

有幸接觸到馬國多種族社會下華人人權的問題之外，亦幸運結識很多青年學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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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探究國際政治經濟、聚焦特定議題並將研究興趣從大學時期的歐洲轉

向東亞，吳同學於大四時決定報考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所。進入亞太所後，延續著國

際政治經濟、區域研究的志趣，薇安修習了陳至潔老師的「亞太區域經濟」與顧長

永老師的「亞太區域研究」等課程，而影響最深與最感興趣的則是郭育仁老師講授

的「政治學研究方法」與「日本政府與政治」。在郭老師的循循善誘下，薇安從對

於日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概況皆處於的懵懂狀態，逐漸累積基礎知識、培養興

趣，並將關注焦點從亞太區域進一步往日本逐步收斂；另一方面，在大學時期鑽研

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背景，使薇安關注經濟外交、經濟制裁等議題，並以克里米

亞危機後美國對俄國經濟制裁為題，撰寫了政治學研究方法期末報告，奠定了後續

探究經濟外交的研究基礎。在郭老師的推薦下，薇安於 2016 年 8 月參加了由財團

法人日本國際協力中心(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 JICE)舉辦的「日台青

少年交流訪日團 JENESYS 2016」，與其他大專院校的同學們前往東京及廣島，參與

講座、參訪、學術交流、及農宿體驗等活動，這樣的經驗不只前所未有、更使薇安

有機會得以進一步反思課堂或者文獻上的日本，進行比較。例如廣島原爆倖存者的

見面會就給薇安帶來很大的衝擊－儘管倖存者以平淡質樸的口語敘述個人經歷，卻

能從平靜的描述中感受到當時危急情況與對未來徬徨無助的心境。另外的衝擊來自

日本官員對於和平的論述－薇安指出，儘管日本方面在整個活動中一直強調和平的

重要性，以及戰後日本的新生暨改變，但在某種程度上卻是在「去政治與國際關係

脈絡」下的和平宣傳或討論，更像是價值宣傳而非從實務面探討和平的實踐，這是

她所不解的。 

在前述「關注經濟外交、經濟制裁」與「東亞區域下的日本」兩股動力驅使，

並實際赴日參訪經驗的交互衝擊，以及郭老師的引導鼓勵下，薇安踏入「日本研究」

領域，並以日本外交為中心發展問題意識－安倍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與意義為何？經

濟在日俄關係中扮演什麼角色、將如何發展？儘管日俄關係千絲萬縷且複雜，並需

要涉及歷史、安全、外交與經濟等面向的基礎知識，但薇安仍積極鑽研，並透過大

量閱讀與摸索新聞、文獻等資料累積研究能量。薇安指出，進入日俄關係的研究並

不容易，她也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以及大量涉略官方文件之後，才掌握發展脈絡

與政府的政策導向，並逐步將焦點鎖定於「日俄關係」與「經濟外交」兩個面向。

最新的成果即為投稿 2017 年青年論壇並獲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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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 2012 年二次安倍後積極與俄羅斯往

來、日俄關係發展為個案，探討安倍於北方領土爭議上採用的經濟外交談判策略。

其中再將經濟外交政策區分為經濟合作、援助外交、經濟制裁三個面向，分析其採

用的策略及推論策略背後的目的，歸納反饋至安倍外交與日俄關係的宏觀面向。透

過個案的研究，薇安認為日本以自身經濟實力為基礎靈活運用經濟策略以達到政治、

安全等目的，是日本外交策略的重點。 

14 15 



17 
 

 

 

薇安指出，儘管獲得最佳論文獎，自己仍有很多需要學習與改進之處，例如評

論人鄭子真老師指出的要點－宏觀面的問題有：文句敘述太長、日文參考文獻不夠

充分、理論架構不足；細部的問題則是：可補充日本於西伯利亞的開發（例如石油）、

北方四島的人員交流（例如特別簽證、開放掃墓），若能聚焦於日本對俄國經濟外

交個別項目，將會使個案更具說服力。 

儘管自研究所以來進入日本研究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在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與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兩個平台之下，薇安有幸並有機會從接觸到日本研究的方方面

面－包含課程學習、學者交流、實地參訪、田野調查與論文撰寫等面向，既豐富了

國際視野亦同時的獲得更多的研究素材與想法，都是難能可貴的體驗。薇安也特別

感謝學會所舉辦的青年論壇，未來除繼續完成探究日俄關係、北方領土與經濟外交

等議題的論文之外，亦不排除更上一層樓、繼續日本研究的學術之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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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動態                      通訊編輯 陳鼎尹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赴韓國首爾參訪 

 

參訪韓國國防研究院 

  在韓國日本學會、韓國政治學會的邀請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林文程會長、郭育仁秘

書長、李世暉副會長、郭永興理事與顏建發理事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24 日赴韓國首爾，

參加韓國政治學年會，以及公式拜訪世宗研究所(Sejong Institute)、韓國國防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alyses, KIDA)、國立外交院(Korea National Diplomatic Academy, 

KNDA)三個韓國重要智庫。22 日上午，學會代表團拜訪了世宗研究所，與該所金聖哲博

士、李成賢博士與鄭載興博士就韓國佈署薩德系統、美韓同盟、朝鮮半島政治動態等東亞

區域安全問題交換意見。韓方學者認為，儘管文在寅總統和盧武鉉前總統皆偏向左派、和

中國關係較密切，然而薩德已從軍事問題升高為政治問題，牽涉面向（如中韓經濟問題、

美韓同盟）的廣度與複雜度，恐難一蹴可幾。當日下午拜會韓國國防研究院，與李榮學博

士等學者進行交流，討論了川普政府美國第一外交政策之影響、韓國在中美大國間避險策

略、薩德議題對於中韓（經濟）關係的影響等問題。晚間，學會代表團出席於延世大學同

門會館舉辦之韓國政治學年會晚宴。 

  
與世宗研究所進行交流 參加韓國政治學年會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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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午，赴延世大學延禧館參加韓國政治學年會－「重建和平民主信仰」

(Rebuilding Trust in Peace and Democracy)國際研討會，林文程會長擔任主持人、

郭育仁秘書長評論人，李世暉副會長發表〈新時代的日台關係－海洋國家的國家

利益與外交〉、郭永興理事發表〈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與接受國的反應〉，顏建

發理事則探討〈川普亞太政策下的中美競和〉。下午則拜會了國立外交院，與 Joy 

Anghyeon 博士、Lee Ji-Yong博士、Park Myung-Hee博士、Cho Minkeun 博士四

位學者座談。討論了文在寅新政府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於中國）的延續與差異、

美國針對北韓核武議題之部署薩德的政策與態度、美日韓安全合作、川普外交對

於韓國影響、慰安婦之於日韓合作暨關係等問題。本次訪韓不僅受到慎重與熱烈

的歡迎，基於各視角、各領域與各層次的意見交換，更是為學會將來與韓國日本

研究暨政治學界的發展與交流邁向新的里程碑。 

  
參訪韓國國防研究院 參訪國立外交院 

學會蔡東杰副會長、黎立仁理事出席「2017年度 One Asia大會」 

 

亞洲財團 (One Asia Foundation)於

2017年 8月 4-5日假日本名古屋名

古屋觀光大飯店舉辦為期兩天的

「2017年度 One Asia 大會」，學會

蔡東杰副會長、黎立仁理事均出席

與會，與亞洲財團佐藤洋治理事長

及計畫主持人一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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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甲博士率團參加日本法政學會第 126回總會及研究會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於 2017年 6月 23、24 日由第一副會長陳文甲博士代表參加日

本法政學會第 126回總會及研究會。開幕式上，首由日本法政學會寺崎修理事長細數

該學會既往促進法政學科研究及研究者合作的具體成效，並肯定自 2016 年 12月與本

學會簽署合作協定後的密切交流互動；接著由主辦學校大東文化大學門脇廣文校長表

示熱烈歡迎之意；爾後由學會陳副會長致辭感謝日本法政學會的盛情邀請，並希望兩

會今後能更加緊密合作。嗣後於懇親會上，兩會代表進一步確認合作協定內容及交換

禮物，以示兩會堅定交誼。在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上，學會楊鈞池理事及黃美惠理事分

就彼等專業發表精闢講演，博得與會學者一致好評，並為兩會研究交流作出實質貢獻。 

學會林會長與郭秘書長參加「東北亞新情勢及我國因應之道」研討會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與亞太和平基金會 7 月 24 日假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

院舉辦「東北亞新情勢及我國因應之道」研討會，學會林文程會長、郭育仁秘書長、

楊鈞池理事均出席與會。第一場次為「東北亞新情勢發展」，林文程會長擔任主持

人，發表人分別為嚴震生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郭育仁秘書長與

劉德海主任（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其中楊鈞池理事評論郭秘書長發表之〈朝核威

脅下之日本角色〉。第二場次為「我國面對東北亞情勢之因應政策」圓桌論壇，林

文程會長為主持人，引言人則有邱垂正副主任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邱坤玄

名譽教授（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翁明賢教授（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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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林會長與郭秘書長出席「第十二屆青年領袖外交事務研習營」 

 
  第十二屆青年領袖外交事務研習營由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國立中山

大學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於 2017 年 7 月 26 日－28 日假外交部外交及國際

事務學院舉辦，學會林文程會長（國策院資深顧問）、郭育仁秘書長（國策院執行長）、

林正義理事（陸委會副主委）、田弘茂終身會員（國策院院長）均出席與會。田弘茂

終身會員的「當前國際情勢解析」發表專題演講，以及林文程會長之「國際新情勢：

台灣於美中戰略關係之角色」、郭育仁秘書長「美日同盟轉型與台日安全合作」與林

正義理事「東北亞情勢的挑戰」，均帶給與會學員豐富的國際動態知識，為後續進一

步探究國際關係乃至深造奠下了紮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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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郭育仁秘書長與楊鈞池老師等四位理事出席 

「探討亞太安全新情勢–臺灣最佳戰略抉擇」座談會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共研究雜誌社於 6 月 16 日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

事務研究所舉辦「探討亞太安全新情勢–臺灣最佳戰略抉擇」座談會，學會郭育仁秘

書長、蔡育岱理事、吳明上理事、林賢參理事、楊鈞池理事出席與會。座談會安排第

一與第二場次，分別為「北韓核試爆掀起美、中、日區域競逐」，以及「日本 273 個

無人島嶼國有化之影響評估」。第一場次由宋學文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

長）擔任主持人，與談人為蔡育岱理事（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

宋學文教授與郭育仁秘書長，評論人為王丹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

所客座教授）。第二場次由郭育仁秘書長擔任主持人兼評論人，與談人為吳明上教授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林賢參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與楊鈞池教授（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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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 

 

《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於 7 月 7 日

假編輯部會議室召開2017年第二次編

委會議，由主編林文程老師擔任主席，

其餘出席人員有副主編兼執行編輯郭

育仁老師，以及編輯委員郭永興老師、

吳明上老師、林正義老師。會議通過

2017 年 7 月號（第一卷第三期）3 篇

登刊文章，並討論 10 月號時事分析邀

稿，預計將邀請學者撰寫北韓、日本外

交、川普亞太政策、中共 19大、中印

邊境對峙等議題。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程赴日移地教學 

 

  政大日本學程研究生在李世暉主任、石原忠浩老師的帶領下，於 6 月底赴日進

行移地教學，於大阪大學法學研究科、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立

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等單位進行參訪暨學術交流。其中於京都大學的交流會，與

會人士來自學界、業界，包含大阪大學北村亘教授、關西大學後藤健太教授、新日

鐵住金島章弘先生、Panasonic 松川佳洋先生、竹中工務店馬場孝志先生，所分享結

合理論與實務的經驗，給予學程學生莫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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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舉辦「日本政局與台日關係展望」論壇 

 

  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於 7月 31日舉辦「亞洲共同體系列論壇：日本

政局與台日關係展望」，由中心主任、學會副會長蔡東杰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

台中科技大學教授郭永興、東海大學教授陳建仁和勤益科技大學教授鄭明政等

學者就近期日本政局和台日關係發展進行意見交流。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生赴日進行移地教學 

 

  在黎立仁主任的帶領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務策略研究所師

生於 6 月 19 日~22 日赴日本進行移地教學，於豐田汽車、鳥越樹脂、豐田會館與豐

田產業技術紀念館進行參訪與研習，並於姐妹校名城大學舉行發表會，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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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智庫領袖峰會特別報導                          通訊編輯 陳鼎尹 

 
2017年亞太智庫領袖峰會(2017 Asia-Pacific Think-tank Summit)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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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深入討論當前亞太地區局勢動態、建立區域內各國智庫的對話與合作平台，國

策研究院、當代日本研究學會與國防大學將於 2017年 10月 14-15日假台北君悅酒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2 號）舉辦「2017 年亞太智庫領袖峰會」(2017 Asia-Pacific 

Think-tank Summit)，並有國立中山大學、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外交部、台北市政府、

科技部 陸委會、遠景基金會等 7個協辦單位。會議將邀請美國、日本、韓國、越南、

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澳洲等 15個

國家的頂尖智庫領袖與會，討論亞太局勢下的智庫角色(Roles of Think-tank at Current 

Asia-Pacific Dynamics)、亞太地區的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 at Asia-Pacific)、智庫

角色與建立(Rol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ink-tank)、智庫合作以及與台灣的鏈接

(Cooperation among Think-tanks and Taiwan’s Linkage)四大會議主題。敬邀各位會員與

會，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請點選連結），會議不接受當天現場報名。 

Agenda- 2017 Asia-Pacific Think-tank Summit 

Oct. 14, 2017 (Sat.) Oct. 15, 2017 (Sun.) 

08:30 - 09:00 
Registration 

Grand Hyatt Taipei Conference Hall 

08:30 – 09:00 
Transportation to Club Activities 

09:00 – 09:30 Opening Remarks 

09:00 – 12:30 

Panel 3 Club Activities 

Rol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ink-tank 

09:30 – 10:15 Keynote Speech 

10:15 – 10:30 Coffee Break 

10:30 – 12:00 

Panel 1. General Assembly 

Roles of Think-tank at Current 

Asia-Pacific Dynamics 

12:00 – 13:30 Luncheon Speech 12:30 – 13:00 Transportation to Luncheon 

13:30 – 15:00 

Panel 2. Group Discussion 

Power Transition at Asia-Pacific? 

13:00 – 14:30 Luncheon Speech 

Session 1 

14:30 – 16:00 

Panel 4 General Assembly 

Cooperation among Think-tanks 

and Taiwan’s Linkage 
15:00 – 15:15 Coffee Break 

15:15 – 16:45  Session 2 16:00 – 16:30 Closing Remark 

17:00 – 19:30 Evening Banquet 
16:30 – 18:00 Transportation to Closing Banquet 

18:00 – 22:30 Closing Ban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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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智庫 

*Taiw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Taiwan Society of Japan Studies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rospect Foundation 

  Foundation of Asia-Pacific Peace Studies 

*Japan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 

PHP Research Institut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India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Delhi Policy Group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Korea 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National Diplomacy Academy 

The Sejong Institute   

*Australia 

Asi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Centre 

*U.S.A.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outheast Asia 

ASEAN -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ia Center,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the Philippines) 

Cambodia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and Peace (Cambod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donesia)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Lao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Thammasat University (Thailand)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laysia) 

Myanma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yanmar)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NU-Hanoi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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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動態 

《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林文程會長主編 

 

  2017 年 7月號（第一卷第三期）《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甫出版，本期刊載

在 3篇經雙向匿名審查通過之文章及經邀稿收錄的 4篇時事分析。3 篇文章特點

為皆涉及國際政治經濟議題，分別為侯立博士（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之〈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回歸？—以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為例〉、

汪哲仁博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黃惠華副研究員（新台灣國策智庫）

合著之〈形禁勢格，棄車保帥—日本與俄羅斯合作關係的困局〉，以及任耀庭教

授（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所著之〈TPP的美日農產品貿易談判與日本的國

際經濟戰略之研究—認知主義的觀點〉。三者皆呈現了在區域整合、全球市場變

遷趨勢下，高度動態的政治／經濟議題與互動如何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經濟貿易

政策。4篇時事分析，其中 3篇聚焦於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動態－林文程會長以

及親身參與 6 月 2 至 4 日在新加坡舉行之第 16 屆「香格里拉對話會(Shangri-La 

Dialogue)」的經歷撰寫〈從香格里拉對話會觀察亞太地區安全趨勢及美中關係的

發展〉，高木誠一郎博士（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顧問）則從甫落幕的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探究〈印太概念與中國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針對北韓近來屢

次進行導彈試射導致的區域安全動盪，陳蒿堯博士撰寫（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

韓國研究中心）〈韓國文在寅政府的對北政策及韓半島安全局勢展望〉探討韓國

新政府對北政策及北韓問題。以上呈現了亞太區域高度動態發展，然而前景又充

滿不確定氛圍的大趨勢。最後一篇時事分析則是的清水唯一朗教授（慶應義塾大

學總合政策學部）撰寫之〈官邸主導的確立?—第二次安倍內閣的政治領導〉，從

比較政治的角度分析安倍內閣的領導力(leadershi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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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事故後台日エネルギー政策の変換と原子力協力－謝牧謙、石門環編 

 

《福島事故後台日エネルギー政策の

変換と原子力協力》由謝牧謙、石門環

主編，於 2017 年 05 月由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出版。本書收錄福島事故

前後、台日兩國能源政策轉變過程有

關的論文和台日核能交流的實績以及

論述兩國今後核能合作方向的文章共

16 篇。主要論文來自 2014年於台北舉

辦「第 31回中日工程技術研討会」的

「能源政策人文産業組」發表論文，及

2015 年日本《Energy Review 誌「台日

核能安全合作」專集》中刊載的文章。

由於日本與台灣同為缺乏資能源的國

家、地緣政治上兩國亦屬生命共同體， 

然而福島事故後台灣卻與日本相反－走向「非核家園」。本書以促進兩國於此領

域兩國相互深入理解、與推動未來能源合作為宗旨。 

21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林泉忠編 

《21 世紀日本對外經濟政策》由林泉忠監

事主編，於 2017年 1 月由海峽學術出版社

（問津堂）出版。本書以琉球複雜多變、跌

宕起伏的歷史進程為中心，嘗試從多元的

視角探討歷史中的琉球國與現實中的沖繩

社會。本書結集了十位琉球/沖繩研究學者

的作品，内容分為：(一)琉球身份的過去、

現在、未來；(二)近世琉球對外關係史的新

視角；(三)近現代涉琉外交史之探索；(四)

古今琉球與國際關係四大部份。本書作者

有來自台灣、日本本土、琉球及加拿大的歷

史學者，從跨越國境國際視角探究琉球國

的歷史特徵，以及成爲日本「沖繩縣」後  

在近代與現代的地位與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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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 

《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徵稿啟事 

日本與亞太研究季刊採每季（一、四、七、十月）出刊形式，即日起開放收

稿並歡迎各界針對相關議題踴躍投稿。季刊擬以《中國大陸研究季刊》、《台灣民

主季刊》、《政治學報》、《政治科學論叢》、《國際關係學報》等期刊為目標，發展

成台灣區域研究與政治學界的重要刊物。投稿方式及相關資訊如下： 

1.本刊採雙向匿名審查程序，請勿於投稿本文中出現任何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

料、請勿一稿兩投，本刊對來稿有建議修改及潤稿權。本刊為台灣發行之學術期

刊，撰稿時請使用繁體中文與台灣通用之學術用語。 

2.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須同意經本刊刊載之論文，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日

本與亞太研究季刊》，並須簽署〈投稿人聲明暨著作權讓與書〉；未經本刊同意，

請勿轉載。惟作者仍保有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非營利）使用之

權利。 

3.本刊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之限制。來稿請用電腦打字，以電子郵件寄

至 Japanquarterly@gmail.com，編輯部收件後將於一週內回函。來稿請依本刊撰

稿規範撰寫，不符體例者，本刊有權退回要求修改後再予受理。來稿未刊登者，

本刊恕不退件。來稿一經刊載，將支付稿酬，以及致贈作者當期季刊五冊。稿酬

一字一元，論文以一萬五千元台幣為上限，時事分析以五千元台幣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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