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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人社會對日本的研究，由來已久。中國最早記載日本的文獻是《山海經》，

而西元 289 年（晉太康 10 年）陳壽所著《三國志•東夷傳》則首度有系統地記

述日本的情況。因此，華人研究日本可謂已有 1700 餘年的歷史。 
近代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學習歐洲，實行維新改革，迅速走上現代化道

路，1871 年 9 月清廷與日本簽定《日清修好條規》，正式建立外交關係，1877
年清廷設駐日公使館，駐日外交人員利用職務之便，廣結友人，多方搜集資料，

展開近代華人的日本研究。其中駐日參贊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為當時諸多

研究成果中之代表作。 
1895 年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也讓台灣開啟另一華人社會的日本研

究。因此，台、日兩國不僅地理位置相近，亦曾共有過一段歷史。從 1895 年（明

治 28 年）至 1945 年（昭和 20 年）間，台灣曾經是日本的一部分，也因此許多

的日本人對台灣擁有一種特殊的親近感。 
同時，台灣對日本亦不陌生，在台灣的文化與都市景觀中遺有諸多鮮明的

日本風。六十五歲以上曾受教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也大多能操流利的日語。此外，

當南韓尚對日本的影音資訊採取管制措施時，台灣時下年輕人卻被稱為「哈日

族」，瘋狂地追逐日本的流行文化。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中，亦不乏日本的節目，

其中更有其他國家所未見的「日本台」，1全天候播送日本各大電視媒體的節目。

同時，台灣緊鄰日本，本島宜蘭縣與日本最西邊的領土－與那國島僅距約 110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台灣的日本研究回顧與展
望國際研討會」，2004 年 5 月 28 日。 
1 目前台灣有線電視中的日本台除日本NHK亞洲台外，尚有國興、JET與緯來日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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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里，所以更可直接收視日本國內的衛星放送（BS放送），與日本當地無時差

地接受共同的資訊。2

但是，目前處於社會中堅，40 歲至 65 歲此一年齡層卻多半具「反日」情

結。當然，這應可歸因於戰後兩位蔣總統所領導的國民政府在台灣所進行之「去

日本化」教育。因此，戰後台灣約有 40 餘年的時間，學界無法廣泛且客觀地研

究日本，直到李登輝總統全面主政後，此狀況始獲得改善。關心台灣問題的日

本學者認為，1992 年中學歷史教科書《認識台灣》的編纂，為台灣教育中「日

本觀」改變的開始，而在此之前的教科書則論述著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地將台灣

視為餌食（中村勝範 2000）。 
因此，戰後的台灣並不乏會日語的人，但若談到所謂的「日本研究」（Japan 

Studies），則因受制於政治力，台灣可說是尚未建立起自己的「日本研究」。本

文即是基於此背景，對當前台灣之日本的困境提出分析，並借鑑美國與中國大

陸的經驗，試圖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二、何謂「日本研究」 

所謂的「日本研究」，在定義、內涵乃至是否能構成一門獨立的學科，學界

的意見未見一致。然而，由此也客觀地反映出「日本研究」是屬綜合性的研究，

國際間也早已對日本進行廣泛的研究。而學界亦由不同取向的研究方法將現今

的日本研究區分成三個類項（臼井祥子 1996：455）： 
（一）人文科學之傳統的文化研究為取向的「日本學」（Japanology）。 
（二）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學際的綜合研究、區域研究為取向之「日本

的研究」（Japanese Studies） 
（三）以社會科學領域為中心的現代「日本研究」（Japan Studies）。 
但不論是何種研究取向，「日本研究」或「日本學」必須從學術中立的立場

上，全面觀察日本，不能失之偏頗，如此始有助於人們深刻地理解日本，且客

觀地評價日本。 
此外，一個國家的特點，只有在與他國比較之下，才能突顯出來，而且，

這樣的比較研究必須是多角度、多方面與多層次的。而比較研究之方法除可採

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外，也應吸納某些自然科學的新研究方法與現代

                                                 
2 台灣可安裝與日本國內相同的衛星電視接收器（tuner），同步接收日本的衛星數位放
送，消費多樣化的日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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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研究手法。因此，「日本研究」此學術中的新學門的研究乃採取比較研究、

科際整合與新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 

三、台灣日本研究的緣起與發展 

1928 年 4 月，台北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成立，成為台灣史上第一所

大學，下設文政與理農兩個學院。台北帝大的成立也為台灣在地的日本研究揭

開序幕。但當時的數據證明，當越來越多的日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台灣

人卻相對地越來越少（林茂生 2000：239），特別是人文學科專攻的台人更是鳳

毛麟角。因此，當時以台北帝大為中心展開的「日本研究」，其研究群乃以日人

為主（陳明姿 2003）。 
1945 年 8 月日本戰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勵行「去日本化」政策，嚴禁

日語教學與在公開場合使用日語，台灣的「日本研究」亦因之進入蟄伏狀態。

1963 年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成立東方語文學系，下設日文組，重

啟台灣的日語教育與對日研究。其後，淡江、輔仁與東吳相繼成立日文系組，

台灣的「日本研究」也重露曙光。1970 年代，戰後赴日的第一代留學生陸續取

得學位，如許介鱗、戴國煇、李鴻禧、蔡茂豐等人，但受制於日本的學位授與

制度，有更多的留學生，在修畢博士課程後，無法順利取得學位，因此赴日留

學不並吸引當時台灣有志深造者。再者，亦有受過日本教育通曉日語之台籍人

士，以日本相關研究在台灣完成博士論文，如陳水逢、黃爾璇等人。 
與日語教育相似地，台灣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期，日本問題的研究更受到

嚴重的抑制。在兩位蔣總統時代，台灣的大專院校中設有日文相關科系者只僅

限前述四所大學，再加上國立台中商專（現台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科。因此，

在缺乏通曉日文的年輕人投入的情況下，台灣對日本的研究基本上只依靠少數

曾受完整日本教育的知識分子。而這也造成台灣「日本研究」的世代斷層。 
在李總統主政之後，由於他個人對日本的特殊情感，調整了台灣對日本的

文化政策，日文系在台灣的大學院校中，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台灣與日本之

間的文化交流也較過去蓬勃發展。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早已習慣日本的

商品，年輕人當中，更有許多人對日本懷有濃厚親近感，日語也成為彼等最想

學會的外語之一。在中學與大學普遍開放英語之外的第二外語之學習時，日語

立刻成為學子們的最愛。為因應市場的需求，目前全台共有 43 所大學院校設有

日文相關科系，每年畢業生超過 5,000 人。 



專題研究 I：台灣的日本研究 85 

然而，目前台灣仍未從對日語的學習走上對日本的學術研究。著名的文學

家豐子愷認為學習外語的乃為研究該國開啟一扇門。過去台灣各大學日文系之

畢業生深造時多往文學、語學的方向發展，而這也限制了台灣建立起綜合性的

日本學研究。但是，近年來大學日文系所之課程已逐漸多樣化，不再局限於文

學與語學，而這也使日文系所之畢業生，在學術研究上開始能朝其他的學群發

展。 
同時，更重要的是台灣外語教育不再獨尊美語，這提供了非日文系的學生

同樣有機會學習日語。來自不同專業領域的學生在習得日語後，亦能各自地從

自己的專業領域出發，深入地研究日本問題。而這使得台灣未來有機會迎頭趕

上世界的學術潮流，發展多學科的綜合性「日本研究」。 

四、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日本研究」概況 

在分析台灣「日本研究」的困境前，我們應先了解其他國家進行「日本研

究」的概況，以收「他山之石」的效果。 
首先就美國的情況進行了解。美國在 20 世紀初由於日本的移民問題，開始

著手進行「日本學」研究。二次世界大戰，由美國政府主持進行交戰國語言日

語的學習與研究戰後佔領日本的具體政策，大力展開強調科際整合的日本綜合

研究，造成「日本研究」在質與量上的明顯進步。戰後，哈佛大學與哥倫比亞

大學等名校亦先後成立「日本研究中心」，在戰前的研究基礎上，推動對日本之

近代化問題的研究，而在晚近，屬於法學院與商學院的有關貿易、金融、投資

等的日本研究則是美國日本學發展的另一重點（讀賣新聞 2000.08.10  6 版）。 
1965 年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高度成長，日本大企業更開始積極地資助美

國學界的日本研究。此外，美日大學間的協定與姐妹城市的建立也促進了美國

的日本研究。3根據 1989 年國際交流基金會的調查，全美設有日本研究科與講

座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有 337 所，而研究者與專家也為數眾多，研究對象領域

也從傳統的日本文化往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內的多樣發展。 
此外，在 1963 年，哈佛、史丹佛、哥倫比亞等 16 所知名大學更聯合地在

日本成立一個日本研究中心，在現地培養來自美國與加拿大的日本專家。該研

究中心主任肯尼士‧巴特拉是美國知名之專攻《平家物語》的日本古典文學專
                                                 
3 例如，與日本滋賀縣結為姐妺州的密西根州的 15 所大學在 1988 年在滋賀縣彥根市設
立了密西根大學聯合日本中心，並且為研究日本語、日本文化的目的，每年均向該中
心派遣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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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該中心的研究群卻遍及文學、歷史、政治與經濟等領域（読売新聞 
2000.08.10  6 版）。 

其次再觀察另一個華人社會－中國大陸的「日本研究」發展概況。中國大

陸在 1980 年代之前，中國大陸的日本學研究基本上是受到政治與日「中」關係

發展之嚴重干擾，此時期，只有零星的研究成果出現。但在日「中」關係正常

化與中共改革開放之後，過去困擾日本研究的敵國意識逐漸消除，中國大陸形

成一股「日本熱」。幾年間，大學的日語專業成倍數增加，各種研究機構紛紛設

立，各類專門性的研究刊物也接踵而出。 
1980 年代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以來，共創辦 57 種日本研究雜誌，其中雖有

部分停刊，但截至目前仍有 34 種日本研究相關期刊正常出刊，這些期刊分屬大

陸 11 個省、市的 28 個日本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而主要「日本研究」機構出

版發行的專業期刊即有《日本學研究》（北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學》（北

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問題研究》（河北大學日本研究所）、《現代日本經

濟》（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吉林大學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中國社會科學

院日本研究中心）、《日本文化研究》（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市場經

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日本研究論集》（南開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日本問題資料》4（已停刊）與《現代日本》（天津市現代日本

研究所）等。5根據《日本問題資料》1992 年第 4、5 期合刊所載的「日本學研

究論文目錄索引（1978-1991）」，僅八種期刊所發表的「日本研究」相關論文即

達 4,200 多篇。此外，《中國日本學文獻總目錄》一書統計更顯示，自中共建政

以來至 1993 年 3 月，全中國大陸共發表日本研究論文 19,465 篇，當中近 9 成

為大陸學者所撰，且多數為改革開放以後所發表（北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1995）。
這些統計資料客觀地反映出 1980 年代以後中國大陸積極地發展「日本研究」之

實況，同時也呈現其研究的多樣性。 
中國大陸的學術重鎮北京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日本研究也因應世界之

學術潮流，採取多學科的研究，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各學科都有日本研究者，

因此，北大日本研究中心所出版的年刊《日本學》所登載的論文也含蓋政治、

法律、外交、經濟、社會、教育、文化、思想、文學、民俗、歷史等各領域。

                                                 
4 此期刊屬資料目錄刊集，主要與北京圖書館（現中國大陸「國家圖書館」）合作，將
中、日文之日本研究相關資料通報研究者。 
5 有關近年中國大陸日本研究相關期刊的調查，詳參林昶（2001：1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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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在該學刊發表之學者來看，年輕世代正在成為中國大陸「日本研究」的主

力（北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1995：352-385）。 
此外，日本為推動國際性的日本綜合性研究，協助研究者的學術工作，1987

年成立了直屬文部省的大學共同利用機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積極地於

國際間協助並整合「日本研究」。 
總的來看，「日本研究」已成學界研究之重點，各學術機構除成立「日本研

究中心」進行對日本之專門研究外，亦有「區域研究」機構，從歷史、文化、

語言、文學、宗教、政治、法律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各種視角，從事日本綜合研

究，如：耶魯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中心6（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加州伯克萊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7（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C Berkley）、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區域研究中心8（Area 
Studies Center, St. Anthony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芝加哥大學區域

研究中心9（Area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五、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 

如前所述，台灣近年來日文相關科系雖如雨後春筍的設立，在各大學中，

亦多以第二外語的方式，讓其他科系的學生有機會修習日文。據調查日文在台

灣已是美語之外，學習人數與學習意願最高的外語（孫寅華 2001：23）。因此，

台灣基本上已解決戰後一段時期曾面臨的缺乏年輕一代日語人材之問題。然

而，尚待克服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具日文基礎的人力，導引到「日本研究」，使

之成為日本專家。 
但是，在台灣的日文系中設有研究所的並不多，10其中除淡江、文化兩校

之日本研究所外，多以文學、語學（含日本語教育）與文化的研究為主要之研

究領域（川島真 2003：13-23）。同時，這些研究所的入學考科，除日文翻譯、

作文外，專業科目普遍以日本文學史、日本語言學等為主，對於其他想專攻其

他領域的學生而言，並不適合。此外，在台灣想進入學術界從事專門的研究工

作，博士學位已成基本的要求，但國內目前設有博士課程的日文系只有以日本
                                                 
6 詳參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www.yale.edu/ycias/degrees.htm 
7 詳參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ias.berkeley.edu/ 
8 詳參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www.sant.ox.ac.uk/areastudies/ 
9 詳參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internationalstudies.uchicago.edu/ 
10 目前設有研究所碩士班的日文系，只有台大、政大、輔仁、東吳、淡江、文化、銘
傳、長榮與高雄第一科大等九校。 

http://www.yale.edu/ycias/degrees.htm
http://ias.berkeley.edu/
http://www.sant.ox.ac.uk/area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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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育為研究導向的東吳大學，每年只招收 2 名研究生，且截至 2001 年度（90
學年度），只有 11 位研究生順利取得博士學位。11

當然，日文系之外，其他科系之近年來亦有些碩、博士研究生投入「日本

研究」，例如，政大東亞研究所、政大政治學研究所、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等，其

中，政大東亞所以東亞區域研究為專業，近年來研究對象除中國大陸外，已有

多位諳日語之研究生投入「日本研究」，並有 2 位先後完成博土學位。在國內日

本相關研究所多數尚未成立博士班之前，這些科系將暫時扮演本土培養「日本

研究」人材的重要角色。 
惟目前國內在政治、經濟、歷史、社會與文化等系所中雖不乏觸及日本之

相關研究，但卻缺乏專門從事「日本研究」之師資，且多數研究生亦面臨日語

能力上的障礙，無法迅速正確地閱讀日文的一手資料，進行具原創性之日本問

題研究。相對地，近年來日文相關系所雖呈現跨領域、跨學門的發展趨勢，但

囿於學生在社會科學上的專業訓練不足，仍難以進行文學、語學或日本語教育

之外的其他領域研究，造成台灣「日本研究」的局限性。調查顯示，台灣的日

語學習者仍以「語言」、「文化」為主要學習目標，對「日本的政治濟社會知識」

感到興趣者仍居少數。12因此，如何突破目前台灣的學術框架，強化日文與人

文社會科學領域的橫向連結即成為首要之務。 
此外，台灣目前與「日本研究」相關的專業學會有「台灣日本語文學會」、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台灣應用日語學會」、「台灣日本語語言文藝研究學會」

與「中日關係研究會」，前四者以台灣各大學院校日文相關科系之教師與研究生

為主要會員，但學術領域局限在文學、語學、日本語教育與文化，而非日本綜

合研究之學會，但此亦客觀反映出台灣的日文科系師資多局限在上述領域的事

實；至於後者基本上則屬政治性機構，雖定期發行《日本研究》刊物，13但難

以發揮集聚從事中日關係相關研究之學者，帶動台灣「日本研究」風氣之效。

因此，如何整合國內目前相關之學會，擴大專業領域，廣納「日本研究」學者，

以期台灣能真正發展出跨領域之日本區域研究，實為當務之急。 
 

                                                 
11 詳參東吳大學日文系網頁，網址是：http://www.scu.edu.tw/japanese/。 
12 高等教育中的日語學習者，以獲得「日本的政治濟社會知識」為目的者僅有一成。
詳參藤井彰二（2004）。 
13 該刊物綜合性評論月刊，側重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歷史的分析報導，其
中側重日本政治評論，惟不具審查制度，非屬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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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改善台灣「日本研究」的具體建議 

台灣在「日本研究」上雖面臨前述的諸多問題，但仍具研究日本的重要基

礎。首先，台灣擁有不少通曉日語的人材；再者，台灣與日本近在咫尺，往來

便捷，且雙方文化背景具相似性（proximity），日本的各項發展經驗，經常成

為台灣師法的對象，因而雙方也擁有密切的互動往來關係。因此，台灣實具備

發展「日本研究」的主客觀條件，只要借鑑他國的經驗，有效整合日語人材與

學術資源，即能突破當前的瓶頸，全面改善面臨的困境。以下即對台灣「日本

研究」的發展，提出幾項具體方案，希望對「日本研究」之提昇有所裨益。 

（一）改革現有大學日文系（所）之課程 

國內日文系教育發展雖已逾 30 年，惟過去各日文系的發展重點偏向日本文

學、語學與日本語教育，近年雖有許多應用日語系成立，課程有逐漸多元化的

趨勢，但日本法政、經濟、歷史、社會等專業在日文系中仍屬邊陲，建議政府

以學術資源的重新配置，引導現有大學日文系（特別是設有研究所碩、博士班

的學校）借鑒日、韓等國外國語大學之發展經驗，與其他系所合作或擴大師資

群之學術領域，強化日本法政、經濟、社會、歷史等領域的發展，以化解我國

未來在政經與社會文化領域對日研究與交流的人才斷層危機。 

（二）鼓勵各大學開設「日本研究」相關課程 

仿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補助各大學開設「中國大陸研究」相關課程之方式，

由外交部或亞東關係協會對各大學「日本研究」課程提供經費補助，帶動學界

研究日本問題之風氣。 

（三）在大學或研究機構設立「日本研究中心」 

過去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均曾設立「日本研究中心」，但受限於經費與人員

編制，14無法順利發展，達到預期目標，十分可惜。15因此，教育部、國科會、

外交部等相關部會應在經費上支持大學或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機構設立「日本研

                                                 
14 例如，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9 條規定，「所有經費（含人事費）皆由中
心自行爭取之委託計畫或其他自給自足方式支出」。該設置辦法詳參中山大學網頁，網
址：http://www.ora.nsysu.edu.tw/db/docu/4-89.doc 
15 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目前陷於停頓狀態，而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亦在 91 學
年度遭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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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整合各方學術人力支援，形成跨領域之學術平台，對日本展開全面、

深入的研究，並發行日本綜合研究的專門學術期刊。16

（四）建立完善之「日本研究」資料庫（Data Bank） 

日本研究資料庫可謂是台灣之「日本研究」的重要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應由國科會補助適當的學術機構建構之。透過網頁平台整

合「日本研究」之相關資料與研究成果，讓研究者能自行設定關鍵字，進行相

關資料內容的全文檢索。如此，不僅能有效突破過去在資料取得上所受到之地

域限制外，更能發揮團隊合作，達到共享研究資料，迅速積累並深化研究的效

果。17

（五）鼓勵學生留日 

近年來中國大陸留日學生日增，除強化了其國內「日本研究」的學術隊伍

外，更有些人直接留在日本學界工作，對日本之輿論產生一定的影響力，使中

國大陸的「日本研究」在日本亦受到一定的評價（川島真 2003：29）。建議政

府鼓勵國內年輕學子赴日留學，或與日本之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計畫，仿效中國

大陸與日本「土洋合作」的模式，在國內完成博士學分後，赴日由日方之教授

指導論文。此外，更建議將優秀學生送到日本具影響力之教授研究室從事研究，

建立師生情誼，也在日本打下深厚之學術人脈，協助台灣發展「日本研究」。 

（六）協調日本政府改革「交流協會赴日獎學金」制度 

目前日本政府每年透過駐台外交機構交流協會贈送我國約 100 位學生獎學

金，赴日留學，惟獎助期間只有 2 年，雖可再申請延長，然名額有限，無法滿

足學生繼續攻讀博士的需求。因此，多數研究生在完成碩士學業後，旋即返國

投入業界，無法投入「日本研究」工作。建議日本政府以「2 加 3」的方式，提

供繼續攻讀博士課程的研究生後 3 年的獎助金，以協助養成台灣的「日本研究」

                                                 
16 台灣各大學院校日文系雖均定期發行相關之學術期刊，如台大的《台大日本語文研
究》、政大的《政大日本研究論集》，輔大的《日本語日本文學》、東吳的《東吳日本語
教育》等，但這些期刊所收錄的論文均屬文學、語學或日本語教育等領域，缺乏政治、
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相關之論文。 
17 目前輔仁大學日文系（所）在校內研發處的補助下，著手建構「互動式日本研究專
業搜尋引擎」，惟經費有限，資料庫功能尚未完備，該搜尋引擎的網址：
http://cjs.jp.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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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材，擴充學界知日派，增進台灣對日的理解。 

（七）整合學界中通曉日文之日本研究專家與日本學者進行跨國研

究出版計畫 

由政府補助國內之日本研究學者與日本學界進行跨國整合型研究計畫，透

過此計畫強化我方學者與日本直接對話的能力，並建立「人的關係」，增加我方

學界在日本出版與在智庫或學會公開演說之機會，促進雙方知識社群互動，提

高我國「日本研究」之學術成果在日本的能見度。 

（八）邀請日本學者來台擔任訪問學人 

由教育部或國科會委由駐日代表處建立日本學者來台擔任訪問學人的管道

與機會，協助台灣推動「日本研究」，並增進日本對台灣之認識與重視。 

（九）在大學院校設立日本研究講座 

東京大學法學部在台灣的富邦文教基金會捐款贊助下，成立「富邦文教基

金會台灣研究寄付講座」，計劃以 5 年的時間，總經費 6,000 萬日圓，針對日本

統治前後的台灣法律發展、社會文化與台灣和鄰近國家關係等進行教學與研

究，鼓勵日本學界研究台灣的風氣（中國時報 2004.05.14）。其實，台、日經貿

往來密切，許多日本商社在台灣擁有龐大的經濟利益，實應回饋台灣社會，循

富邦的模式捐資在台灣適當的大學院校中設立「日本研究講座」，提昇台灣「日

本研究」的水平，以強化對日關係，共謀台、日之共同利益。 

七、結語 

台灣與日本不僅在經濟上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且在東亞區域安全問題上

更是命運共同體（中時電子報 2003.01.14）。同時，相對於中國大陸有半數的國

民對日本不持好感，18台灣對日本卻是印象不惡，台灣甚至可謂是東亞少數的

親日國家（鹿錫俊 2003）。然而，過去台灣與日本雖有密切的實務性往來，但

弔詭的是對日本的學術性研究卻一直受漠視，甚至是來自政治上的限制，導致

主觀上的對日情感與客觀上的對日理解存在明顯的落差。 

                                                 
18 根據一項朝日新聞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共同民調顯示，53%的中國大陸受訪者對
日本具有嫌惡感，詳參毛里和子，張蘊嶺（200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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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日本問題進行學術性的專門研究不僅攸關台灣的學術發展，更

直接地影響台、日兩國的外交關係。目前，在外交關係發展上，除了正式的外

交管道之外，所謂「第二軌道」（track two）之重要性更是日益提昇。而雙方

的「智庫」（think tank）正是「第二軌道」中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智庫」

在一國外交政策同心圓的位置雖位處外圍，比不上政府行政部門與國會的重要

性，但智庫不似行政機構需處理每日的例行政務，較可進行一些具創造性與長

期性的規劃，也可接受政府的委託計畫，從事一些「第二軌道」的外交工作，

開啟新的政策思考方向，影響政府的外交決策（林正義 1999：106）。 
在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中，日文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般的設立，加上開放所

謂「第二外語」的選修，日語學習人口正日益增加。如能有效地整合國內的學

術資源，創造有利環境，形成「日本研究」學術平台，結合日語學習與人文社

會科學各領域，可預期未來將有更多的研究者投入「日本研究」之行列，壯大

我國對日政策「智庫」的隊伍，在日本因意識形態、價值觀與政治體制而深化

對台灣好感之際，進而順利地開啟台、日外交的「第二軌道」，突破目前對日工

作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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