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科會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第四屆日本研究年會 

「国際日本研究の可能性を探る－人文・社会・国際関係－」 

 

主辦：當代日本研究學會、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所、臺

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研究計畫、日本交流協會 

協辦：外交部、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地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A1)、舊總圖外文系會議室(A2)、文學院會議室(B)、文學院文 20教室

(C) 

11 月 8 日（星期五） 

08:40 - 09:20 報到  

09:20 - 09:50 

開幕典禮 
主 持 人：徐興慶(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貴賓致詞：陳弱水(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林碧炤(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  

岡田健一(日本交流協會秘書長) 
          李嘉進(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葉國良(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 

09:50 - 11:00 

基調講演（一）： 
主持人：陳弱水(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主講人：金田章裕(人間文化研究機構機構長‧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講 題：国際日本研究の意義と人間文化研究機構の活動 

11:00 - 11:20 Coffee Break（20 分） 

11:20 - 12:30 

基調講演（二）： 
主持人：辻本雅史(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主講人：平野健一郎(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教授‧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長) 
講 題：重層社会論―日本からアジアへ、国際社会へ：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の経験を踏ま

えて 

12:30 - 14:00 午餐 

 
 

A組人文(演講廳) 

主持人：陳明姿 
(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  

B組社会(文學院 2F會議室) 

主持人：林慧君 

(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C組国際関係(文 20教室) 

主持人：徐興慶 

(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14:00 – 14:40 
專題演講一 

講者：太田登 
      (天理大學名譽教授) 
講題：日露戦争における文学

的イメ－ジ―与謝野晶子と

石川啄木 

講者：李康民 
      (漢陽大學教授) 
講題：近世日本の韓国語学習書 

講者：永井和 
      (京都大學教授) 
講題：世界史としての日本現代

史 

14:40 - 15:00 Coffee Break（20 分） 



 
主持人：范淑文 

(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主持人：張啟雄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主持人：甘懷真 

(臺灣大學歷史系主任) 

15:00 - 15:40 
專題演講二 

講者：Janine BEICHMAN 
      (大東文化大學名譽教

授) 
講題：正岡子規と与謝野晶子 

講者：米原謙 
   (政治大學日文系客座教授) 
講題：裕仁皇太子の台湾行啓

――「一視同仁」の演出 

講者：伊原吉之助 
    (帝塚山大學名譽教授) 
講題：世界の行末と日本文明 

15:40 - 16:00 Coffee Break（20 分） 

16:00-17:00 

綜合討論：臺灣的日本學研究如何發展？ 

 

主持人：徐興慶(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與談人: 太田登、辻本雅史、范淑文、林慧君、林立萍、

曹景惠 
 

11 月 9 日（星期六） 

08:30 - 09:00 報到 

（每位講者發表 15 分鐘，評論 5分鐘，每場次綜合討論 30 分鐘） 

 
A1 組  人文(演講廳) 

主持人：林水福(南台科技大學應日系教授)  評論人：林雪星(東吳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09:00 - 10:30 
分組發表一 

講者：高橋由貴(福島大学人間発達文化学類文化探究専攻准教授) 
講題：大江健三郎におけるフランス・ユマニスムの受容――初期小説の形成から核時代観まで 

講者：黃旭暉(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主任) 
講題：田山花袋『蒲団』『生』とナチュラリズム ―言文一致体による小説作法の可能性― 

講者：黃毓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講題：歷史與小說—翁鬧《港町》的「神戶」書寫— 

10:30 - 10:50 Coffee Break（20 分） 

 
A1 組  人文 

主持人：黃鴻信(臺灣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評論人：陳淑娟(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10:50 - 12:20 
分組發表二 

講者：董莊敬(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 
講題：從日本能力觀概念的變遷探討現今台灣年輕人應具備的能力 

講者：林立萍(臺灣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講題：日本昔話の語彙構造記述に関する一試み 

講者：林明煌(嘉義大學副教授) 
講題：非日本語学科生のビリーフ、学習ストラテジーと学習効果の相関的研究－嘉義大学の日本語

履修生を対象に－ 

12:20 - 13:30 午餐 

 
A1 組  人文 

主持人：朱秋而 (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評論人：張文薰(臺灣大學台灣文學所副教授) 

13:30 - 15:00 
分組發表三 

講者：賴衍宏(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中島敦「山月記」材源論—『論語』との関連 

講者：林淑丹(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 
講題：もの憑き・夢魔・脫境界—「狐媚記」「夢ちがえ」をめぐって 

講者：陳萱(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講題：北村兼子の描いた台湾表現—『新台湾行進曲』を中心に— 

15:00 - 15:20 Coffee Break（20 分） 

 
A1 組  人文 

主持人： 蘇文郎(政治大學日文系教授)  評論人：黃鈺涵(臺灣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15:20 - 17:10 
分組發表四 

講者：林淑璋、游惠晴(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 
講題：日本の若者言葉を通して若者文化に触れる 

講者：陳家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學系博士生) 
講題：JF日本語教育スタンダード授業設計を試案とした教育実習の実践例 
       ―TAE 理論を応用した自己表現スピーチ― 
講者：服部美貴(臺灣大學日文系講師) 
講題：台日国際児の自己認識に関する事例研究 

講者：當銘美菜(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日本語教育研究科博士生) 
講題：国際結婚家庭を営む母親が語る意味世界—日本と台湾の例から— 

17:10 - 17:50 Tea Time（40 分） 

17:50-18:00 

 
閉幕式 
 
主持人：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 
貴賓致詞：何瑞藤(臺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 
 

分組發表 

 
A2 組  人文(舊總圖外文系會議室) 

主持人：賴振南(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評論人：曾秋桂(淡江大學日文系教授) 

09:00 - 10:30 
分組發表一 

講者：曹景惠(臺灣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講題：方丈記序章の一考察 

講者：前川正名(高雄餐旅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講題：橋本左内の「忠」観―漢詩を中心に― 

講者：黃佳慧(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專任研究員) 
講題：芭蕉の発句における「新しみ」と宋代文学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10:30 - 10:50 Coffee Break（20 分） 

 
A2 組  人文 

主持人：藤井倫明(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金培懿(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10:50 - 12:20 
分組發表二 

講者：田世民(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中井竹山與中井履軒的《詩經》學比較 

講者：湯淺邦弘(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講題：懐徳堂学派の『論語』解釈—「異端」の説をめぐって— 

講者：張惟綜(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講題：前期水戸学の思想—徳川光圀の思想を中心に— 

12:20 - 13:30 午餐 

 
A2 組  人文 

主持人：李守愛(義守大學日文系主任)評論人：劉長輝(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13:30 - 15:20 
分組發表三 

講者：黑田秀教(明道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日本古代における祖先祭祀と神概念 

講者：莊兵(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助理教授) 
講題：日本近代以來關於聖德太子之研究——從「聖化」向「歷史」的轉變 

講者：森田健嗣(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學術研究員) 
講題：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観に関する考察——戦後の学校教科書分析を通じて—— 

講者：三野和惠(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 
講題：1930 年代台湾人キリスト教徒の日本留学経験ー危機神学の受容に着目してー 

15:20 - 15:40 Coffee Break（20 分） 



 
A2 組  人文 

主持人：彭春陽(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評論人：胡慶山(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副教授) 

15:40 - 17:10 
分組發表四 

講者：赤江達也(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助理教授) 
講題：無教会キリスト教と帝国日本の知的ネットワーク——「紙上の教会」の視点から—— 

講者：王曉雨(關西大學博士生二年級) 

講題：近代日中における「自由」概念の変容――翻訳を中心として 

講者：孫傳玲(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日語系講師) 
講題：山崎暗齋的“神代神话”解釋―神道的“天神七代”與儒學的“陰陽五行”― 

17:10 - 17:50 
 
Tea Time（40 分） 
 

17:50-18:00 

閉幕式 
 
主持人：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 
貴賓致詞：何瑞藤(臺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 
 
 
 

 
分組發表 

 
B 組  社會(文學院 2F會議室) 

主持人：黃翠娥(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   評論人：簡曉花(中華大學應日系主任) 

09:00 - 10:30 
分組發表一 

講者：王海(關西大學大阪都市遺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講題：1968 年前後司馬遼太郎的國家敘述 《阪上之雲》及其周邊 

講者：佐野大介(明道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孝としての近親相姦 

講者：山本和行(天理大学人間学部総合教育研究センター専任講師) 
講題：「国家教育」論の「植民地教育」への変容―1890 年代を中心に― 

10:30 - 10:50 Coffee Break（20 分） 

 
B 組  社會 

主持人：曾煥棋(靜宜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評論人：林珠雪(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副教授) 

10:50 - 12:20 
分組發表二 

講者：梅秀庭(中國外交學院博士班) 
講題：從文化外交的視角分析戰後日本軟實力的運用 

講者：茂木謙之介(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超域文化科学専攻博士課程三年) 
講題：戦前期地域社会における皇族表象の諸相―埼玉県秩父地方の秩父宮表象の検討から― 

講者：簡中昊(日本國立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班三年級) 
講題：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土人」意識――アイヌ民族と台湾原住民の統治事例を見る 

12:20 - 13:30 午餐 

 
B 組  社會 

主持人：楊承淑(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所長)  評論人：黃淑燕(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主任) 

13:30 - 15:00 
分組發表三 

講者：王珠惠(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與醫學系合聘副教授) 
講題：日中医療福祉通訳及び翻訳人材のニーズと日本語教育カリキュラムのアーティキュレーショ

ンに関する考察 

講者：李天軼(致理技術學院應用日語系主任) 
講題：日本商務禮儀與日本文化和日語表現 

講者：黄馨儀(同志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媒體学専攻博士後期課程・Ph.D. Candidate) 
講題：電視連續劇中的戰爭表現與戰時的女性表象：以日本 NHK 晨間連續劇的分析為例 



15:00 - 15:20 Coffee Break（20 分） 

 
B 組  社會 

主持人：黎立仁(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評論人：魏聰哲(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 

15:20 - 17:00 
分組發表四 

 

講者：劉慶瑞(輔仁大學日文系所副教授）‧許銘福（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所助理教授、通訊作者）‧
鄭廳宜（僑光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所助理教授) 

講題：アベノミクスの必要性とリスク 

主持人：曹景惠(臺灣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評論人：洪瑟君(臺灣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講者：劉靈均(神戶大學人文學研究科博士生) 

講題：安西冬衛詩作中「無能男性」敘事者與「他/她」者的變遷史：以性／別與國家的越境為考察中

心 

講者：張文聰(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日韓研究平台助理) 

講題：一葉作品における男性像 

17:00 - 17:50 Tea Time（50 分） 

17:50-18:00 
閉幕式 
主持人：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 
貴賓致詞：何瑞藤(臺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 

 
 

分組發表 

 
C 組 國際關係(文 20教室) 

主持人：吳文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評論人：楊典錕(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09:00 - 10:30 
分組發表一 

講者：陳其松(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來研究員) 
講題：19 世紀西洋報紙所見「黃禍圖」與黃禍論述 

講者：都留俊太郎(京都大學博士生) 
講題：サトウキビをめぐる学知と二林蔗農事件 
 
講者：施文華(高雄餐旅大學應用日語系主任) 
講題：「菊と刀」に対する論評の一考察―政治文學？戰後日本占領マニュアル？日本文化論のパイオニア？― 

10:30 - 10:50 Coffee Break（20 分） 

 
C 組 國際關係 

主持人： 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評論人：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10:50 - 12:20 
分組發表二 

講者：鄭子真(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講題：變動中的不變―論台日關係的變化與穩定性 
 
講者：劉泰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講題：劍指中國：日本對亞洲的安全戰略 

 
講者：宇都宮溪(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班) 
講題：探討中國國內因素在中日釣魚台衝突中的影響 

12:20 - 13:30 午餐 

 
C 組 國際關係 

主持人：蔡啟清(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  評論人：劉慶瑞(輔仁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13:30 - 15:20 
分組發表三 

講者：陳建仁、李文堂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講題：「平成不況」下的開國：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政策發展之分析 



講者：呂建良(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講題：臺日漁業關係之分析：發展、成果與課題 
講者：石原忠浩(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講題：當前日本的國際合作:以中東和平建構為實例 

講者：蔡錫勲(淡江大學亞洲所日本組副教授) 
講題：「強い日本」を、取り戻す外交・安全保障戦略 

15:20 - 15:40 Coffee Break（20 分） 

 
C 組 國際關係 

主持人: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副

教授) 

15:40 - 17:30 
分組發表四 

講者：陳  激(日本東北公益文科大学特任講師) 
講題：日中民間漁業協定と実施過程の再検討 

講者：王尊彥(台灣首府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戦後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および対東南アジア関係～「福田ドクトリン」と「安倍ドクトリン」

を中心に～ 

講者：許銘福(僑光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所助理教授）‧鄭廳宜(僑光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所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劉慶瑞（輔仁大學日文系所副教授) 
講題：日圓與瑞士法郎國際連動性之研究 － 2007 年夏全球金融海嘯前後為探討期間－ 

講者：徐浤馨(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講題：戰後中日外交體制之重建――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成立 

17:30 - 17:50 Tea Time（20 分） 

17:50-18:00 
閉幕式 
主持人：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 
貴賓致詞：何瑞藤(臺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 

 

二、參與狀況： 

基調演講:二位日本學者 

專題演講:一位美國學者、五位日本學者 

論文發表: 39 位中華民國學者、15 位日本學者 

參與來賓:11 月 8 日 229 位、11 月 9 日 227 位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