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的日本研究之回顧 

徐興慶 

國立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1952 年 4 月 28 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前，我國與日本簽署「日華和平

條約」，開啟了雙方的正式外交關係。但是台日正式外交關係卻如曇花一現，僅

維持了短暫的二十年。1972 年 9 月，日本與大陸建交之後，台日雙方又退居到

「實質交流」的往來關係。三十多年來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我國在對日政策

上亦做了許多階段性的調整。 
2002 年，台日斷交屆滿三十年之際，日本知名國際政治研究學者岡部達味

（前東京都立大學、專修大學教授）在「名古屋台灣研究會」、「日本台灣學會」

共同舉辦之演講會中，曾經以「日本•台灣•中國」為題發表演說（2002.06.07）。
岡部氏主要從國際法、政治及「美日安保關係」的角度，回顧三十年來日本與

大陸「國交正常化」的相關問題，並從日本的立場針對台日斷交之後雙方發展

關係之困難點進行分析（岡部達味 2003）。此外，2002 年 12 月 21 日「台灣日

本研究學會」亦在台北舉辦過一場「台日斷交三十年回顧與展望：台灣與日本

歷史文化座談會」，邀請台日斷交之際，實際參與談判事務的雙方產、官、學界

相關人士與會，共同回顧三十年來台日交流之得失（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2003）。 
2004 年 10 月 16 日，台灣安保協會與日本的「亞洲安保論壇」在台北召開

「亞洲安保的現狀與展望」國際研討會，會中日本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井上和彥

以「掌握亞洲安定關鍵的台灣關係法」為題發表論文。前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

艦隊司令官今田秀昭則就「中台的軍事關係與美日台的因應」提出報告。亞洲

安保論壇幹事宗像隆幸以「台灣的常識並非世界的常識」分析我國在國際地位

中的重要性，說明二次大戰後日本維持亞洲和平的經驗，提供我國因應兩岸之

間日趨複雜的軍事關係之參考（宗像隆幸 2004）。這些國際研討會的召開，亦

可間接說明全方位的日本研究對我國產、官、學界的重要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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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斷交至今，每年雙方人民往來約達 170 萬人次，貿易額也成長了三十

倍以上。再從教育、文化、學術層面的交流來看，雙方打破了國立大學之間無

法簽署姐妹校或學術交流協定的禁忌。多年來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及民間各對

日學術研究機構，對於促進雙方深層的學術交流更是不遺餘力。因此，國內亦

累積了相當的日本研究成果。另外，透過雙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努力，目前我

國有51所大學及研究機構與日本的203所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姐妹校或學術交

流協定，每年赴日短期交換留學的大學及研究生人數更達百人以上。台日斷交

前，國內僅有文化、淡江、輔仁、東吳等四所私立大學設有日文系及相關研究

所，培養日語及日本研究人才。直到 1994 年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國立大學才

相繼獲准成立日文系。此外，國內各大學增設日本研究所方面，2000 年銘傳大

學、2001 年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成立應用日語研究所，2003 年 8 月台大、政大1及

長榮大學、南台科技大學亦相繼成立與日本研究相關之研究所，顯示政府已逐

漸認知日本研究之重要性，打破之前不具前瞻性的保守對日教育政策。目前含

高等教育技職體系之大學應用日語系已增加到近三十所之多，加上在各領域

中，留日學成歸國，具有高學歷之研究人才不斷回流。整體而言，我國已具備

日本研究之雛型，並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此刻，檢討擴充我國日本研究之深

度與廣度等相關問題，應屬當務之急。 
三十幾年來，我國針對日本的哪些領域，作過哪些政策及具體的研究？對

我國而言其意義為何？本文從回顧的角度提供一個檢索台灣的日本研究之途

徑。鑑往知來，回顧的目的在提醒我們檢討過去對日本研究的得失，如何洞察

現階段日本研究的問題點，如何思考未來日本研究的發展方向，才是今天主要

探討的主題。 
就前述的歷史背景而言，台灣的日本研究可以 1972 年為界，約略分為兩個

時期，下面分別就台日斷交前後，根據個人淺陋及有限的認知，回顧一下台灣

日本研究之發展與各階段性之成果，以及日本研究對現階段台灣產、官、學界

暨提昇與日本關係發展所具有的意義。 

二、1952-1972 年台灣的日本研究 

嚴格來講，台日有國交的二十年期間，台灣的日本研究成果並不算多，也

未具全盤性，在學術研究方面更是欠缺系統性與規模性。這個階段為了理解日

                                                 
1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所，以日本語學、文學研究為主，日本文化研究為輔。政大則以日
本歷史，外交研究為主，日本語學、文學研究為輔，目前都尚無碩士論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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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有明確目的與方向者，大致以政治、外交、經濟等領域的政情分析為重點

取向。亦即我國研究日本政治、外交與經濟，主要重點與方向是掌握先機，確

保我國與日本在政治、外交及經、貿之穩定成長與發展，以保護我國的諸多利

益。又政治、外交研究的發展，需要與歷史領域互相結合，方能擴大「知己知

彼」的層面，因此，也有一些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探討中日兩國關係的學術性

論文出現。尤其針對日本明治維新、日本吸收西洋文明之近代化改革以及日本

帝國主義的本質與其對外侵略的批判等問題，更是國內學者關心的研究領域。

不過這個時期大部分是結合學有專精的學者及研究人員，以團隊的方式在執行

國家對日政策的研究，具有特定的範圍。基本上，政府相關部門並未洞悉全方

位且具基礎性、學術性的日本研究對我國的重要性。尤其，當時專攻人文社會

科學的日本研究學者，較難取得政府或民間相關團體的研究經費資助。整體而

言，它是分散的，缺乏系統性與組織性的一個研究學門，因此較無法掌握日本

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資訊，無法推動台日學術交流與具持續性之大型研究計

畫，導致這一階段具有學術性及基礎理論之日本社會、文化、思想、宗教、教

育、體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為數較少。換言之，這個階段台灣的日本研究所重

視的，並非單純的學術研究，其功能主要在於肩負發展與日本的政治、外交及

經、貿關係之研究取向。 
儘管如此，這個階段國內仍然不乏為日本研究奉獻心力之優秀學者，依淺

見，這個時期國內各研究機構與大學之日本研究學者及其專長領域可略舉如下： 
黃福慶（中研院，日本近代教育及留學史）、林明德（中研院，日本史）、

黃得時（台大，日本文化、文學）、鄭欽仁（台大，日本史）、許介鱗（台大，

日本法政）、李鴻禧（台大，日本法政）、高明士（台大，日本教育制度史）、李

永熾（台大，日本史）、翁蘇倩卿（台大，日本文學）、鄭清茂（台大，日本文

學、日本漢學）、陳明玉（台大，日本文學）、何瑞藤（台大，日本華僑史）、陳

水逢（政大、日本史）、曾永權（政大、日本法政）、孫炳炎（中興，日本經濟）、

梁容若（東海，日本文化）、鄭樑生（淡江，中日關係史）、陳伯陶（淡江，日

本教育）、朱元（文大，日語教育）、蘇振申（文大，日本儒學史）、孫秉乾（文

大，日本大眾傳播學）、宋越倫（文大，中日文化交流史）、劉焜輝（文大，日

本教育）、劉崇稜（文大，日本法政）、蔡茂豐（東吳，日語教育）、蔡華山（東

吳、文大，日本文學）、陳鵬仁（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中日關係史、孫中山研究）。2

                                                 
2 各位學者的代表著作請參閱本期《亞太研究論壇》所收錄〈台灣的日本研究之發展及
其問題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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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截至 1972 年台日斷交為止，國內文化、淡江、輔仁等三所私立大學

日本研究所的畢業生，亦有少數投入日本研究的行列，他們主要從日書中譯的

角度，從政、經、文、教各領域出版了一些日本研究的書籍，此現象亦間接帶

動了國內日本研究的風潮。 

三、1973-2003 年台灣的日本研究 

台日斷交之後，國內之日本研究風潮雖然有停滯的現象，但是為了因應無

國交所衍生之不確定因素與變局，學術界反而起而帶動了研究日本的風氣，同

時亦逐漸擺脫日本政治、外交、經貿掛帥的研究取向。在這個時期從發展學術、

文化、教育領域的角度，研究日本的現象開始浮現，其廣度與深度亦逐漸產生

變化，呈現出多元取向。但是此際尚未採取全國科際整合的研究途徑，仍然保

有濃厚之以校或研究機構為主的研究色彩。這個階段，我國對汲取日本的研究

成果或相關領域之文獻資訊，或推動台日學術交流已日趨頻繁，惟科際整合之

研究取向仍有待加強。這段期間，台日政府或民間企業陸續推動了我國的日本

研究，以下就各項計畫的內容及其發展分別作一回顧： 

（一）1996-2003 年日台交流中心歷史學者招聘與研究活動 

1. 台日歷史學者招聘之沿革 

台日兩國歷史學者招聘活動，是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於1994年8月提出「平

和友好交流計畫」之一環，其目的在促進雙方歷史研究人員之互訪及歷史領域

的相關學術研究。日本當局認知近代殖民史之文獻有必要進一步深入調查與研

究，以還原歷史真相。為了推動這項台日學術交流，日本政府於 1995 年 10 月，

在交流協會東京本部及台北事務所相繼成立了「日台交流中心」及圖書室，以

執行這項十年學術交流計畫。3

2. 赴日訪問學者人數 

自 1995 年至 2003 年止的統計，國內公私立大學教師、研究生及各公私立

研究機構之研究員，共有 106 位人士接受日本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延聘，到

日本做為期一個月至半年不等短期之訪問研究。 

                                                 
3 詳請參閱日本交流協會東京本部日台交流中心網站：
http://www.koryu.or.jp/center/ ez3_contents.nsf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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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取向 

綜觀至 2003 為止，此項計畫之相關研究內容，可謂包羅萬象，範疇極為廣

泛，經統計其分布如下：（1）日治時期之台灣史 30 篇（含殖民地史、海洋發展

史、台灣•日本•荷蘭貿易史、日本的同化政策、南進政策、宗教、文化及台

灣文學）。（2）政治 16 篇（含外交、法律、台日關係、國會交流、在日台灣人

國籍）。（3）台灣•日本•大陸關係 12 篇。（4）日本的行政改革 6 篇。（5）美

術、繪畫、書法 5 篇。（6）史料、典籍調查 4 篇。（7）日本經濟 4 篇。（8）教

育 4（含教育制度、教科書比較、日語教育）、（9）比較文化 3 篇。（10）歌謠 3
篇（含戲劇、音樂）。（11）醫學 3 篇（含醫學著作、衛生保健）。（12）日治時

期之民俗研究 2 篇。（13）農業發展 2 篇。（14）其他 12 篇（交通、觀光、思想、

大眾傳播、國防（海軍研究）、環保、古蹟保存、思想、女性史研究、琉球研究、

原住民研究、日本學會之客家研究各 1 篇）。 
透過這項日本政府積極的推動計畫，近十年來，國內學界對日治時期各領

域的回顧與反思，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據聞上述計畫將於 2004 度計畫

執行完成之後宣告結束，此對國內日益發展的日本研究風潮，會有很大的負面

影響，值得雙方政府、民間企業與學術界人士思考如何銜接之道，以利我國日

本研究之永續發展。 

（二）1998-2003 年國內相關大學研究所之日本研究成果 

2003 年 7 月，筆者曾依據《東南亞、日本、韓國研究博碩士論文彙編》（蕭

新煌 1999）統計出此階段 35 年當中，約有 300 篇碩士論文涉獵到日本研究領

域，各領域之數量依序為經濟、社會、政治、歷史，但每年平均只有 8.5 篇，

因此，在量方面仍有待提昇（徐興慶 2000）。本應繼續就 1999 年至今國內碩、

博士論文的研究概況再做報告，但因時間關係，此次尚未做出統計，容後補述。

此外筆者也統計過，至 2004 年為止，文化、淡江、東吳、輔仁四所大學碩、博

士論文的研究概況。
4

由於東吳、輔仁兩所大學之教學重點集中於研究日語教育、文法篇章分析

及日本文學領域，此次暫不做概況報告。僅就 1998-2003 年文化、淡江及新成

立之銘傳、高雄第一科大、長榮、南台科技等大學日本研究所之相關研究內容

做如下說明： 

                                                 
4 詳請參閱本期《亞太研究論壇》第 40、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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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是國內最早從事日本研究之機構，1964 年至 1968
年名為「中華學術院日本研究所」。如前所述，當時台日雙方仍有國交，因此他

肩負研究日本政治、外交、歷史領域，提供政府做對日決策參考之時代使命，

其間亦從事一些日書中譯的工作，至 1968 年 7 月才轉型為碩士班，每年招收

15 名研究生。目前在我國對日工作之政、經、文、教各領域服務的人員中，該

所畢業之研究生，佔有不少比例。至 1997 年止，共有 218 篇碩士論文。自 1998
年至 2003 年止，計有 72 篇碩士論文完成。其內容分佈如下： 

（1）政治外交領域：戰後日本與北韓關係之研究、安保條約下駐日美軍問

題之研究、日本住民參政制度之研究、兩岸關係之間的日本因素（1945-2000）、
日本共產黨與群眾運動。 

（2）殖民地研究：馬關條約後日本對台統治之研究、日本的台灣殖民地教

育政策之考察、台灣與朝鮮對日民族情結之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武裝抗日事件

之研究、日據五十年對光復後台灣之影響、日據時代台灣銀行業發展之研究。 
（3）歷史、思想與宗教領域：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比較研究、日本神道

與台灣道教之比較研究、近代日本對西洋藝術思想受容之研究。 
（4）經濟與交通領域：外國企業在日本行銷障礙之研究、近代在日華僑經

濟發展之研究、高速鐵路發展政策之研究 
（5）日本文學領域：《枕草子》文化的情報之研究、《土佐日記》之表現研

究、川端康成《雪國》中譯本之比較研究、林芙美子作品《浮雲》之研究、三

島由紀夫及其作品《金閣寺》之分析。其他還有針對日本儒學、教育、體育、

台灣文學、社會學等領域作探討的論文。 

2．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 

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成立至 2004 止，共計有 288 篇碩士論文出爐，其涉及

的領域相當廣泛，研究內容大致如下： 
（1）社會學領域：舉凡日本的勞資關係、終身僱用制度、社會福利行政、

高齡者就業與職業能力開發、消費者問題與對策之研究、台•日•中高齡者人力

資源管理之比較研究、個別勞資紛爭解決之體制研究、現代日本社會中婚姻與

同居生活之研究、台日現代青少年性偏差行為之研究。 
（2）經濟學領域：日本主導之東亞地區經貿情勢研究、營業秘密保護、智

價企業創新管理、獨占禁止法對控股公司之規範、台日半導體產業內貿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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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業對中國大陸直接投資之研究、國際貨幣體系下日圓國際化之研究、金融

機構經營危機之研究。 
（3）教育學領域：日本嬰幼兒音樂教育、幼兒語言教育、義務教育法理、

海外子女教育、教養與青少年問題、幼稚園教育、戰後台日高等教育改革之研

究、雙語應用智能。 
（4）政治外交領域：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政策、參政權平等之憲法保障、

日本國家戰略研究、國際紛爭與和平解決之研究、日本企業政治獻金之規範、

日本競選活動規制之探討、「日美新防衛指針」與日本「周邊事態法」之研究及

其對台灣之關係、明治六年政變再考。 
（5）思想史領域：山崎闇齋「敬」思想之研究、尊王攘夷與吉田松陰之研

究、日本人自然觀裡的美意識：諦觀、明治時期儒家思想與國民道德教育、熊

澤蕃山之「水土論」及宗教觀、日本淨土思想之研究、荻生徂徠政治思想之研

究。 
（6）殖民地研究：從殖民地文學看移民問題、台灣殖民地統治與日本官吏、

台灣․朝鮮殖民政策再考、日本統治時代之台灣文學考、伊澤修二與國語政策。

另有少數論文針對日本男女就業、女性之生涯學習、宗教、農業政策等問題做

探討。5

3．台灣大學日文系‧所之日本研究 

台灣大學日文系成立於 1994 年，為國立大學最早奉准成立的日文系，日本

語文研究所則到 2003 年 8 月才獲准招收碩士班生，每年名額為 10 名。目前有

13 名專任師資，系所之課程規劃與發展方向，除大學部著重在基礎日語能力之

密集訓練外，主要涵蓋日本文學、日本語【言】學、日本文化三大領域，再配

合其他實用性之課程，目的在兼顧學術研究與就業需求。課程的規劃方向，均

能配合該系‧所原訂之目標與特色；尤其規定日本古典文學相關之科目為必

修，期能通過日本古典文學與古典文法之訓練，而有助於日本近代文學、日本

現代語法，以及日本語言之學習。古今並重，研究與實務相輔相成。日本文化

方面，現有「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導論」、「中日文化交流史」、「日本文化史

研究」及「台日文化比較研究」等科目，但仍缺乏「日本思想」、「日本宗教」、

「日本漢文學」等相關課程，從培養廣義的日本研究人才之角度而言，這是急

待思考解決的課題。 

                                                 
5 詳細的統計內容請參照本期《亞太研究論壇》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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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藏書方面，台灣大學總圖書館所藏有關日本研究之日文書籍與刊物，

約達三十五萬冊，絕大多數係承自前「台北帝國大學」之所藏，其中尤以近代

以前之刻本日本典籍，最稱豐富；據日本九州大學松原孝俊之《台湾大学所蔵

日本古典籍調查》（2002 年 3 月），即可窺其全貌。又台大所藏洋裝日文書籍，

至 1945 年為止，亦可謂已達當時最高水準，殊屬難能可貴。不過，二次大戰結

束之後，「台北帝大」變成「國立台灣大學」，日文書刊之蒐購亦隨之中斷，至

1994 年台大正式設立日文系為止，一直處於收藏之空窗期，時間長達半世紀之

久，以致日本研究之相關藏書，尤其是日本研究專書，相關領域之期刊論文，

嚴重缺乏。當然此與學校預算遭大幅刪減息息相關，與中央研究院的相關研究

所之圖書預算更不能相提並論。所幸，台大於 2002 年獲准成立東亞文明研究中

心，獲得教育部的專案研究計畫補助，經密集採購之後，在台大圖書館五樓設

有「東亞文明圖書專區」，這才稍解日文藏書不足之渴，也因此補充了台大在日

本研究領域的參考圖書的一些數量。 
1980 年代之後，我國學術研究的自由風氣趨盛，包括日本文學、語【言】

學、日本文化‧歷史等領域之日本研究學者輩出，研究成果也已經累積為數不

少的著作。顯見未來我國對日本研究的參考圖書之需求量會越來越大。雖然，

台大圖書館已添購《新日本古典文學大系》等幾種基本叢書或全集之類，但是

分門別類之主題研究相關參考圖書、學術性之期刊或雜誌等之追加採購，也應

該持續進行。 
台灣大學日文系教師對於參與國內外學術活動算是相當積極。過去五年

內，在系主任陳明姿的積極為握運籌及每位教師的努力之下，前後共主辦過六

次，並協辦或承辦二次大、中型國際學術研討會。例如 1999 年 12 月舉辦「新

世紀日本綜合研究國際會議」、2000 年 12 月舉辦「追求卓越的日本研究國際會

議」、2001 年 3 月與台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合辦「第一屆日本漢學國際會議」、

同年 11 月舉辦「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研究國際會議」、2002 年 4 月舉辦「後殖民

主義—台灣與日本國際會議」、同年 11 月舉辦「2002 日本研究國際會議」、2003
年 11 月與京都大學合辦「第一屆日本漢學國際會議」（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台大中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協辦）、2004 年 1 月與東京大學比較

文學比較文化研究所在東京合辦「異文化の異化と同化―日本と台湾」國際研

討會。 
此外，至 2004 年為止該系邀請國外著名學者來訪或演講多達 60 人次以上

（相關日本研究的內容請參閱表一）；系內教師參與學術會議發表論文或演講



24 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六期 2004.12 

者，國外 16 篇、國內 30 多篇；取得並執行國科會、教育部或日本財團研究計

畫二十多次；榮獲國科會等學術獎勵 7 人次；發表學術性期刊論文約 65 篇；出

版專書（包括教科書）30 多冊；擔任各種學術研究會理事長、秘書長、理監事

及期刊編輯等等。以研究成果為例，系內 13 位專任教師從 1999 至 2003 年期間，

平均每人發表專書 2.4 冊、期刊論文五篇、會議論文四篇，且其研究範圍相當

廣泛，包括日本語言教學、應用或社會語言學、日本古典及近代文學、和漢（中

日）比較文學、日本文化、中日思想交流、日台關係等領域。其中已有部分論

文刊載於日本《國語國文》、《和漢比較文學》等權威性期刊上，在日本學界頗

受好評。 
如上所述，台大日文系在課程規劃、師資陣容、學術活動、研究業績及教

學方面雖然都呈現蓬勃成長的景象，但提昇研究的品質、追求卓越以期逐步趕

上國際水平、持續擴大學術活動的交流空間、成立博士班以培養國內優秀的日

本研究人才，都是今後必須積極努力的課題。 
 

表 1  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學者演講一覽表（1999-2004） 

 主講者 演講題目 時間 

1 日本大阪女子大學校長 
中西  進  教授 

日本文化的南北構造 1999.03.01 

2 日本筑波大學 
石田敏子  教授 

日本語教育研究之現況 1999.03.17 

3 日本北海道大學 
龜井秀雄  教授 

日本における文学の近代化と漢文学の位

置：言文一致と女性作家 
1999.03.29 

4 三菱公司 
豐澤董事長 

日本企業在台灣 1999.05.19 

5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中嶋嶺雄  校長 

国際社会の変動と台湾 1999.12.18 

6 日本早稲田大學 
朝倉征夫  教授 

多文化、多民族化した社会の日本語教育 1999.12.18 

7 日本京都大學 
川合康三  教授 

無常観：日中文学比較の一端 1999.12.18 

8 日本フエリス女学院大學 
小塩節  院長 

詩に見る日本文化の本質 2000.02.19 

9 日本名古屋大學 
田島毓堂  教授 

比較語彙研究理論 200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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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本東北大學 
村上雅孝  教授 

日本における漢文の受容と展開 2000.12.23 

11 日本九州大學 
今西祐一郎  教授 

《源氏物語》の人物呼称 2000.12.23 

12 日本麗澤大學 
松本健一  教授 

日本人の気概 2001.03.02 

13 日本九州大學 
井上奈良彥  教授 

日本人の議論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2001.03.21 

14 日本交流協會 
垂  秀夫  總務部長 

日中、中日關係 2002.01.18 

15 台灣三菱商事 
龜崎英敏  總經理 

日本経済の動向と企業の対応 2002.03.18 

16 日本東京大學 
平川祐弘  名譽教授 

小泉八雲の民話《雪女》と西川満の民話 
《蜆女》の里帰り 
―Globalization と Creolization の間で― 

2002.04.02 

17 日本東京大學 
菅原克也  助教授 

「南蛮」から「華麗島」へ―日本近代詩に

おけるモダニズムと植民地 
2002.04.02 

18 日本明星大學 
古田島洋介  助教授 

明治･大正期の漢詩における台湾 2002.04.02 

19 日本東京大學 
三角洋一  教授 

兼好の世界認識―《徒然草》を読む 2002.11.09 

20 日本御茶水女子大學 
市古夏生  教授 

近世前期文学における《棠陰比事》の受容 2002.11.09 

21 日本東北大學 
仁平道明  教授 

慌しく遠のいて行くもう一人の足音―芥

川龍之介「地獄変」試読― 
2002.11.09 

22 日本国際基督教大學 
John C. Maher  教授 

日本の多言語性について：日本におけるコ

ミュニティ言語の現状 
2002.11.09 

23 日本北海道大學 
石塚晴通  教授 

典籍の国際交流 2002.11.25 

24 日本帝塚山大學 
伊原吉之助  名譽教授 

日台関係と中国 2002.12.09 

25 日本天理大學 
太田  登  教授 

近代短歌の鑑賞 2003.03.03 

26 日本京都大學 
興膳  宏  名譽教授 

平安朝漢詩人與唐詩 2003.11.07 

27 日本京都大學 
川合康三  教授 

中國文學史的誕生：日本 20 世紀有關中國

文學研究的面像 
2003.11.07 

28 日本大阪大學 
後藤昭雄  教授 

大江匡房的「詩境記」：11 世紀日本人所寫

的中國詩略史 
2003.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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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英國牛津大學 
James McMullen  教授 

德川日本初期的孔子崇拜 2003.11.08 

30 日本東北大學 
中嶋隆藏  教授 

二十世紀後半日本之孔子研究 2003.11.08 

31 日本北海道大學 
池田証寿  教授 

《玉篇》写本・版本の漢字字体規範に関す

る研究 
2004 .03.08 

32 日本冨山大學 
小助川貞次  教授 

日本現存の漢籍訓点資料と敦煌本加点資

料における加点方法について 
2004 .03.08 

33 日本早稲田大學 
菊地  真  教授 

日本文化特論―古記録に見る猫 2004.03.08 

34 日本早稲田大學 
菊地  真  教授 

日本文化特論：平安物語文学の猫 2004.03.09 

35 日本早稲田大學 
菊地  真  教授 

日本文学特論－猫と文学－《更級物語》 2004.03.10 

36 日本九州大學 
今西祐一郎  教授 

源氏物語 2004.03.17 

37 日本杏林大學 
小山三郎  教授 

日本文学と政治 2004.03.24 

38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 
藤井健志  教授 

日本人と宗教 2004.03.24 

39 日本神戸大學 
高橋昌明  教授 

10-16 世紀の環シナ海世界と日本―日本史

学の現段階 
2004.03.29 

40 日本神戸大學 
樋口大祐  助教授 

11-17 世紀「日本」文学研究の可能性 2004.03.29 

41 日本京都市立藝術大學 
中西  進  校長 

日本文化とその背景 2004.10.26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日文系（筆者整理）。 

 

4.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所 

政治大學日文系前身為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成立於 1989 年，為國立大學中

設立日本語文學科之嚆矢。1998 年日文組升格為日本語文學系，2003 年 8 月成

立碩士班，招收 10 名研究生。該系的教育目標在透過修習日本的語言、文學之

過程，進而深入研究日本的國家、民族、歷史、宗教、藝術、社會思想等領域，

以培養具有人文素養的日本研究者。特別是該系的「日本文化」區域研究之人

才培育計畫是以培養全方位的日本通才為重點目標，其培育的方法是從日本文

化的形成、對外來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攝取近代西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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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角度的視野切入，依該系教師依個人研究專長，分別組成比較文化、語言、

文學、歷史等文化領域之研究群，並指導學生參與研究調查，結合教學實務與

研究理論，以提昇教學品質與學生之專業知能。 
政治大學目前與日本國立東京外國語大學、國立御茶水女子大學、私立杏

林大學、私立立命館亞太大學、宇都宮大學等五所學校訂有學術交流協定，目

前積極拓展海外學術交流與合作，朝國際化研究型科系的方向邁進。目前研究

所開有「中日文化交流研究」、「日本歷史研究」、「日本文化與社會」、「中日文

化比較」、「日本思想研究」、「日本文學研究」、「漢譯日理論與實務」、「日本文

化」「中日關係史」等與日本研究相關的課程供學生選修，目前該所尚未有碩士

論文完成。6

5．銘傳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南台科技大學日本研究所 

銘傳大學應用日語研究所成立於 2000 年，現有研究生 47 名，畢業生 6 名。

主要以培養日語教育師資，進行國內各層級的日語教育實態調查，針對國內各

層級日語教學上之各種問題作系統化、體系化研究，以及教材的研發為主，日

本經濟、日本文化研究領域為輔。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研究所成立於 2001 年，目前有 32 名研究生，9

名畢業生，同時該校碩士在職專班也於 2003 年成立，現有 9 名研究生。該所主

要的研究涵蓋日本產業社會學、日本人力資源管理、勞工問題、台日社會文化

比較、日本語言文化、日本文學、日本文化史等領域及口譯人才之培育。 
長榮大學日本研究所成立於 2003 年，現有研究生 13 名。研究領域涵蓋日

本法律（法律科學、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商事法）、日本國際關係法、國際

法、日本國土開發與環境保育、日本證券金融、金融市場及語言學、中日比較

語言學，目前尚無碩士論文完成。 
南台科技大學亦於 2004 年 8 月奉准成立「應用日語研究所」開始招收碩士

班研究生，目前尚無碩士論文。 

四、1994-2003 年日本住友財團補助計畫之研究取向 

日本「住友財團」為增進日本與亞洲各國的學術交流及相互理解，從 1993
年起提出「亞洲各國與日本之相關研究」計畫，補助亞洲各國學者從事日本研

究與國際關係研究、比較研究及交流史研究。至 2003 年止，亞洲地區共有 2218

                                                 
6 詳請參考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網站：http://japanese.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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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者提出申請，其中有 466 位學者獲得補助，通過率約為 21%。自 1994 年

至 2003 年止，我國有 42 位學者獲的上述研究補助，約佔全體補助人數之 9%，

比例並不算高（住友財團 1995-2004）。據了解，此與日本住友財團補助計畫之

相關資訊未能普及到各大學與研究機構之教師及研究人員手中，或有關聯。以

下就這 42 學者之日本研究主題做簡略介紹。 
（1）政治法律領域：日本地方分權之架構、現存日本司法領域口譯體制之

研究。 
（2）殖民地研究：日治時期台灣宗教之研究、台灣總督府文書之基礎研究、

台灣移民村研究、伊能嘉矩手稿之研究、姉歯松平•曾田福太郎與殖民地台灣

之法學研究。 
（3）日語教育領域：台灣高教機關之日語教育調查研究、中日語文法對照

研究、台灣中等教育之日語教師培育研究、「新明解國語辭典」基本動詞之研究、

日語會話教育與異文化理解之研究。 
（4）日本文學（含中日文學比較）領域：遠藤周作研究、《平家物語》之

漢籍受容研究、夏目漱石之漢詩研究、夏目漱石文學與中國南宋畫之比較研究、

日本文學教育之異文化理解。 
（5）經濟領域：日本式的經營管理對台灣大型百貨業之影響、台灣日系企

業之管理會計制度、戰後日本對外國人直接投資政策（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及相關法規研究、台日通信事業自由化、民營化之比較研

究。 
（6）其他：日本的「台灣研究」調查、台灣忠烈祠與日本護國神社•靖國

神社之比較研究、江戶初期中日交流史研究。 

五、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之日本研究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是教育部補助台灣大學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

畫之ㄧ，執行期間自 2002 年至 2004 年，目前仍屬研究計畫性質。其宗旨是以

台大為基地，結合海內外同領域之優秀學者，推動東亞文明發展之研究，內設

「東亞儒學」、「東亞教育」、「東亞文獻」、「台灣儒學與教育文化」四個研究室，

分別從東亞文明相關領域之基礎研究，發展為跨國際性、比較性之學術研究。

同時該中心期望以東亞為視野與方法，以「儒學」與「教育」為主要課題，重

新省思「傳統」與「現代」的關聯性，並以「東亞世界」之整體性觀點來研究

東亞儒學與教育之內涵及其發展，藉以奠定二十一世紀東亞文明與其他文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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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之基礎。截至目前，該中心積極朝此研究方向邁進，雖然成立不到兩年，也

邀請同領域的日本學者前來演講或在國際研討會上發表論文，其日本研究一有

初步的成果，有關日本學者到校演講或發表論文的內容，請參照下列表 2。 

（一）台灣的日本漢學研究初探 

2001 年 3 月 16、17 日台灣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及漢學研究中心

聯合在台灣大學舉辦了第一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除多位日本知名學

者參與之外，也邀請德國、丹麥、韓國及大陸的相關學者與會。主要的目的是

「日本漢學」已從區域研究的領域，逐步發展成具備國際性學術研究之特質，

但因國內學界對此議題涉入不深，而國外學界亦鮮少有以「日本漢學」為主題

探討的會議，其意義在喚起國內學界注意日本在漢學領域的研究成果。此次研

討會主要從廣義的「日本漢學」詮釋出發，探討其定義與內涵，另外就日本儒

學思想與中國文學的問題、中日儒家思想史的比較、中日交流及相互影響的關

係等狹義的「日本漢學」主題也宣讀了多篇論文。會後並以《日本漢學研究初

探》為名出版論文集（張寶三，楊儒賓 2002a）。7 此次會議的內容觸及東亞地

區共通的底層文化，引起台日及大陸學界熱烈的迴響。因此，為了持續推動同

領域之日本研究，台大日文系復在 2003 年 11 月 7、8 日與日本京都大學合辦「第

二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樣邀請英國、美國、日本及大陸的學者與會。

與會的日本學者興膳宏先生（京都大學名譽教授，現任京都國立博物館館長）

說明台灣、日本及大陸學者對「漢學」在認知及意義上的差異，並從日本的角

度分析台灣學界研究「日本漢學」的特色（興膳 宏 2003）。此次研討會內容，

融合了日本Sinology與日文泛指的「日本漢學」，甚至不乏隸屬於「日本學」領

域的題目（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2003）。與會的國際學者咸認為台灣學界如

能持續推動「日本漢學」研究，未來將可凝聚深具學習價值的日本研究成果。

當然，國內關心日本漢學研究的學界人士皆樂觀其成，有鑑於此，台灣大學東

亞文明研究中心與中文系於 2004 年 10 月 30 日舉辦「第三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針對德川時代日本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特質、日本漢學中的「中國

性」、近代日本漢學研究的觀點與方法、江戶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等主題，

做了深入的探討。同時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於 2005 年 4 月，再以「日

本漢學研究的方法論」為主題，邀請日本相關領域的學者前來為第四屆日本漢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襄盛舉。 
                                                 
7 同日文版（張寶三，楊儒賓 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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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日本研究學術活動一覽表  
 主講者 演講題目 時間 

1 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 
吾妻重二 教授 

「格物窮理」的演變──論程、

朱之間的異同 
2003.03.26 

2 日本大阪大學 
子安宣邦  名譽教授 

偉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

觀 
2003.03.28 

3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 
木田章義  教授 

日本漢文訓讀之歷史（「東亞傳

世漢籍文獻譯解方法」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03.12.11 

4 日本京都大學教育學部 
辻本雅史  教授 

儒學在日本的「制度化」：以近

世（17-19 世紀）為中心 
2004.03.16 

5 日本東北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淺野裕一  教授 

上博楚簡《魯邦大旱》裡的「名」

（「上博簡與出土文獻研究方

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04.10 

6 日本島根大學教育學部 
福田哲之  助教授 

字體分析在出土文獻研究上的

意義─以郭店楚簡《語叢三》為

中心 

2004.04.10 

7 日本島根大學教育學部 
竹田健二  助教授 

《容成氏》中有關身體障害者之

論述（「上博簡與出土文獻研究

方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04.10 

8 日本長崎大學綜合研究學科 
連清吉  助教授 

日本近代以來出版的漢籍叢書

（「台灣、日本、韓國東亞文獻

資源與研究主題」學術研討會） 

2004.05.15 

9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料館 
陳捷  研究員 

關於岸田吟香及其樂善堂在中

國的出版和圖書販賣活動 
2004.05.15 

10 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大谷雅夫  教授 

中日比較文學的可能性（「東亞

文學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4.05.17 

11 日本福岡國際大學 
海村惟一  教授 

就《翰林五鳳集》看日本漢學中

的「中國性」（第三屆日本漢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10.29 

12 韓國江原大學 
黃昭淵  教授 

漢學和日本近世俗文學—以《和

漢乘合船》為中心（第三屆日本

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10.29 

13 大葉大學 
三田明弘  教授 

《和漢朗詠集》古注釋書中對中

國歷史故事之承襲與改變（第三

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10.29 

14 日本北海道大學文學部 
池田証壽  教授 

《玉篇》和日本的古字書（第三

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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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本靜岡大學文學部 
江口尚純  教授 

江戸時期《詩經》研究的動向之

一：以大田錦城為主（第三屆日

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10.30 

16 日本教育研究所 
橋本昭彥  教授 

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規—以武士

學校與庶民階層為主（「情境與

聖化—東亞傳統教育與學禮、學

規」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11.05 

17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  
齋藤希史  助教授 

關於《天路歷程》的翻譯（「東

亞語文學與經典詮釋」國際學術

研討會） 

2004.11.19–20 

18 日本公共哲學共働研究所 
金泰昌  所長 

公共哲學在東亞區域的現代意

義（「公私領域新探：東亞觀點

與西方之比較」國際學術研討

會） 

2004.12.04–06 

19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  
山脇直司  教授 

全球-地域化的公共哲學在東亞

脈絡裡的構築（「公私領域新

探：東亞觀點與西方之比較」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4.12.04–06 

20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 
義江彰夫  教授 

日本中世紀的定住民、移住民與

公共性（「公私領域新探：東亞

觀點與西方之比較」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4.12.04–06 

21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 
黑住真  教授 

試論近代初葉與近代日本有關

公共的行為（「公私領域新探：

東亞觀點與西方之比較」國際學

術研討會） 

2004.12.04–06 

資料來源：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筆者整理）。 

（二）《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出版的意義 

2004 年 8 月，筆者與張寶三合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論集》（張寶三，

徐興慶 2004），這部書精選了六篇在日本的儒學研究領域之知名學者的論文，

並邀請一批留日的年輕學者迻譯成中文；研究範圍涵蓋與東亞文明淵源甚深的

の の中、日二國之儒學發展的學說史，第一篇論文〈儒學史 異同 一解釋：「朱子

の と學」以降 中國 日本〉（渡邊 浩 1997），作者渡邊浩（東京大學教授）本文

採用思想發展階段論的方法，就儒學史的異同，藉由其發展速度的快慢來詮釋

（1）明代－與「功利」的競賽和陽明學、（2）清代－「情理」與「考證學」、

（3）日本－ と德川時代等三個主題。第二篇論文〈儒學 近世日本社會〉（黑住

真  1994），作者黑住真（東京大學教授）內容主要在探討儒學與儒者在近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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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的演變過程扮演的角色。第三篇論文〈戰中•戰後徂徠論批判：初期丸

の山•吉川幸次郎 學說の を に檢討 中心 〉，作者平石直昭（東京大學教授）平石

氏是繼承丸山真男近代主義的批判路線之知名學者，也是研究荻生徂徠

（1666-1728）、橫井小楠（1809-1869）、福澤諭吉（1835-1901）、丸山真男

（1914-1996）思想史的大家。本文主要內容在檢討戰中、戰後日本的徂徠論，

以全面重新架構徂徠學的研究方向。檢討「丸山初期學說」以及論點與丸山相

左，且又對徂徠學研究有所影響的「吉川幸次郎學說」，是一篇值得精讀的論文。

の第四篇論文〈十八世紀後半期儒學 再檢討： をめぐっ折衷派•正學派朱子學

て〉（辻本雅史 1988）， 辻作者 本雅史（京都大學教授），內容從十八世紀後半

期徂徠學之後，近世中期出現的折衷學與正學派朱子學對當時日本社會所發揮

的角色和機能提出批評與檢討。第五篇論文〈藤田幽谷「正名論」の歷史的位

置： の水戶學研究 現在〉（本鄉隆盛 1995），作者本鄉隆盛（宮城大學教授），

內容針對論述後期水戶學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藤田幽谷（1774-1826）的作品〈正

名論〉歷史地位之研究成果提出全面性的探討。 
の と の第六篇論文〈日本 近代化 儒教 主体〉（宮城公子 1987），作者宮城公

子（甲南大學教授）。主要論述的內容是從近世思想史研究的視點，就「幕末的

儒學」與「近代日本與儒教」兩個時代的儒教主體思想賦予民權思想的變遷關

係提出檢討。這些論文的內容反映了日本的實學思想理論從江戶幕末滲透到近

代日本社會的變遷史，目的在提供國內中文學術界讀者的參考，同時也寄望對

未來日本儒學史的研究有些微的助力（張寶三，徐興慶 2004）。

六、結語：台灣的日本研究工作方向之檢討 

以上，針對 1952 年至 1972 年我國與日本有正式邦交及 1972 年 9 月至今，

二國無邦交的兩階段，概略回顧了台灣日本研究之內容與取向。前階段帶有重

點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及經濟之濃厚色彩，後階段則保有前階段的研究傾向，

同時逐步向學術探討的方向發展，但是在均衡研究、各領域的細緻分析及效果

的提昇，仍有相當的發展空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國內有從全球視野進行

研究，再逐漸轉回地域研究（Area Study）的傾向（濱口惠俊  1998）。今後

我國需要汲取日本何種領域的新知？需要對日本哪些領域的和現狀做有系統的

分析與研究。又依目前我國日本研究之既有條件，在應用及學術發展必須同時

並進的前提下，如何運用社會科學的理論與方法開拓研究的新領域，思考哪些

新的研究方向，如何整合相關領域的人才，做有系統的日本問題研究，以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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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研究內涵，並將台灣的日本研究有所定位，長期提供改善兩國互利關係

的參考，應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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