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中國文化大學東亞學國際學術論壇
「富裕東亞、躍動東亞－東亞人文、經貿、科技的交流」
日

期：2020 年 11 月 9 日(一)至 10 日(二)

地

點：中國文化大學 曉峯紀念館 國際會議廳、第 1、3 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暨外語學院(日本研究中心/韓國學研究中心)
議

程

11 月 9 日(一) 中國文化大學曉峯紀念館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
開幕致詞
09:00-09:30

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黃藿院長
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趙建民院長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暨外語學院趙美聲院長
主持：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林孟蓉副教授
09:30-09:40

基調演講 1(中文線上)
09:40-10:20

拍攝紀念照
主講：東北師範大學韓東育副校長
題目：關於東亞世界的地緣政治構造
主持：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
茶 敘(10:20-10:35)

場次

A-1 國際會議廳

主題

美國大選後的東亞情勢

主持

10:35
|

B-1 第一會議室

C-1 第三會議室

明清之際東亞儒學的經典、禮

東亞儒學的經典、禮儀與歷史

教與思想的比較研究

比較傳統

趙建民

黃藿

金培懿

中國文化大學國發所特約講座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學院院長

主講：王信賢(政治大學東亞研

主講：曾暐傑(臺灣師範大學國

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文學系助理教授)

主講：陳威瑨(臺灣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11:50

題目：〈美中戰略競爭下的中國
大陸政經發展〉
評論：周陽山（中國文化大學國
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
所教授）

題目：〈東亞自律心理結構的原

題目：
〈《周易》與後期水戶學的

型與 變 型 —— 孟學 在秦

理論建構：以藤田幽谷、

漢時期的他律結構〉

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為

評論：許怡齡(中國文化大學韓
文系副教授)

主〉
評論：張崑將（臺灣師範大學東
亞系教授兼國際與社會
科學學院副院長）

主講：何思慎(輔仁大學日文系
特聘教授)
題目：〈安倍對中外交的兩難〉
評論：周陽山（中國文化大學國
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
所教授）

主講：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中國

主講：田世民(臺灣大學日文系

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題目：
〈宋翔鳳與陳壽祺、王引之

副教授)
題目：〈近世日本儒學與儒教禮

論〈泰誓〉及其相關問題〉
評論：王俊彥(中國文化大學中

儀〉
評論：金培懿（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文系教授）

主講：王俊彥(中國文化大學中
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題目：〈日本陽明學者山田方谷
主講：林炫向(中國文化大學政
治學系教授)
題目：〈從修昔底德的古典現實

的「氣一元論」
〉

主講：蔡至哲(中研院文哲所博

評論：蔡長林(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士後研究員)
題目：
〈「比於中朝」──朝鮮儒

主義思考中美關係的未
來〉
評論：周陽山（中國文化大學國
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
所教授）

學中的歷史比較傳統〉

主講：許怡齡(中國文化大學韓
文系副教授)

評論：張崑將（臺灣師範大學東

題目：
〈東亞視域中的《家禮》–
以韓越傳播特徵與影響

亞系教授兼國際與社會
科學學院副院長）

比較為中心〉
評論：曾暐傑(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助理教授)
午 餐 (11:50-13:00)
主講：高麗大學漢文學系沈慶昊教授
13:00

基調演講 2

題目：韓國的科舉考試及韓國文化

|

(韓文線上、有中文口譯)

主持：中國文化大學韓文系許怡齡副教授

13:40

譯者：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林侑毅助理教授
13:45

基調演講 3
題目：關於 21 世紀的人文學的地域歷史資料學的作用－從日本・

|

(日文線上)
14:25

主講：神戶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奧村弘教授

台灣的災害資料保存活動思考

主持：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碩博士學位學程于乃明教授

主講：關西大學文學部吾妻重二教授

14:30

基調演講 4
|

(日文線上)

題目：日本的漢學塾「泊園書院」─兼論漢學與日本近代
主持：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林立萍教授

15:10

主講：河內國家大學阮金山總校長

15:15

基調演講 5
題目：東亞思想史上的三教融通、合流之場景——以越南為例

|

(中文線上)
主持：臺灣大學黃俊傑特聘講座教授

15:55

茶 敘(15:55-16:15)
場次

A-2 國際會議廳

B-2 第一會議室

C-2 第三會議室

新興自由經濟下東亞各國定期

東南亞投資策略、產業鏈重組

近代東亞儒學人格典型的理論

勞動契約制度之比較

及相關法規範之探討

變遷

鄭潤道

許惠峰

周大興

中國文化大學韓文系教授兼系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

主任

推廣教育教育長

究員兼副所長

主講：謝棋楠(中國文化大學勞

主講：陳厚銘(臺灣大學國際企

主講：楊祖漢(中央大學中文系

主題

主持

動與人力資源系教授)
題目：〈臺灣與英國定期勞動契
約制度之比較〉
評論：陳金福（臺北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

業學系特聘教授)
題目：〈不確定環境下的台商東
南亞布局與經營戰略〉
評論：李明峻(新台灣國策智庫
研發長)

教授)
題目：
〈朱子的「明德注」與韓儒
田艮齋、華西學派的有關
討論〉
評論：周大興(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
所長)

16:15
|
17:30

主講：黃鼎佑(開南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法律學系助理教
授)
題目：〈韓紐與臺紐自由貿易協
定勞工條款之比較〉
評論：陳立儀（中國文化大學勞
動暨人力資源學系講師）

主講：許慧儀(中國文化大學法
律系副教授)

主講：呂政倚(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題目：〈從國際經貿投資法律之

題目：
〈中韓儒者對朱子「人性、

演變觀察當今全球產業

物性同異」論的詮釋與批

供應鏈之重組〉

判—王夫之與韓儒韓元

評論：陳厚銘(臺灣大學國際企
業學系特聘教授)

震的比較研究〉
評論：林維杰(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主講：吳愼宜(中國文化大學勞
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助理
教授)

主講：李明峻(新臺灣國策智庫
研發長)
題目：
〈臺日韓南向政策之比較-

主講：陳振崑(中國文化大學哲
學系教授)
題目：〈近代東亞反理學思潮中

題目：〈台日定期勞動契約限制
之比較〉

以政府法令為中心〉

的人性論變遷──王船

評論：許慧儀(中國文化大學法

評論：彭雪玉（中國文化大學勞

律系副教授)

山的理想生命新典範〉
評論：林維杰(中央研究院中國

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助理

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教授）

11 月 10 日(二) 中國文化大學曉峯紀念館
場次

A-3 國際會議廳

B-3 第一會議室

C-3 第三會議室

東亞公司治理、風險管理、經

海外華人視角下的東南亞政

Company operation and

營效率之探討

經、文化變遷

performance 公司經營與績效

徐榮崇

郭國誠

臺北市立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全球商務學位學

教授

程教授兼主任

主講：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東

主講：尚夏/黎明孝/盧文民 (中

亞學系教授兼國際與社

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

會科學學院院長)

理學系博士班研究生/中

營運資金管理對公司價

題目：〈都市化下的新加坡客家

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

值影響之研究 —以印尼

文化變遷：以雙龍山五屬

上市公司為例〉

義祠為例〉

主題

鄭政秉
主持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主講：林翠蓉(中國文化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教授)
題目：
〈伊斯蘭教義、公司治理與

評論：梁連文（中國文化大學財
務金融系教授）

評論：徐榮崇（臺北市立大學歷
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理學系教授)
題目：〈衡量多國籍企業食品和
飲料公司的經營效率〉
評論：郭國誠（中國文化大學全
球商務學位學程教授兼

09:15

主任）

|

主講：Nguyen Quoc Viet(Depu

主講：王文聖(逢甲大學會計學
10:30

系助理教授)
題目：〈伊斯蘭教義對公司投資
效率影響之研究—以印
尼上市公司為例〉
評論：遲淑華（東吳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助理教授）
主講：遲淑華(東吳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差異化流動性監管對銀

主講：林平/林東余(中正大學政

ty Director of Vietnam I

治學系副教授/師大東亞

nstitute of Economic Pol

系博士生)

icy and Research)

題目：
〈擺蕩在三種力量間：荷印
華人菁英的政治態度〉
評論：江柏煒(臺灣師範大學東
亞學系教授兼國際與社
會科學學院院長)

題目：The impact of the Covid
19 Pandemic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Vietnam
評論：Dao thi Thu Trang(Lec

turer of

Economics,

行期限錯配風險之影響-

Faculty of Developme

以中國銀行業為例〉

nt Economics, Univers
ity of Economics and

評論：林翠蓉(中國文化大學財

Business. Vietnam)

務金融學系教授)

評論：Chu Thị Nhường(Resea

主講：梁連文(中國文化大學財

rcher. National Center

務金融系教授)

for Socio –Economic

題目：〈合作金融機構之效率就
較差嗎？--以日本為例〉 主講：梁一萍(臺灣師範大學英
評論：王文聖(逢甲大學會計學
系助理教授)

Information and Forec
ast)

語學系教授)
題目：
〈島嶼的幽靈:《財富的尷
尬》中的菲律賓華人歷史

主講：鄭政秉(雲林科技大學財

書寫〉

務金融系教授)
題目：〈航空器特性對全球低成

評論：徐榮崇（臺北市立大學歷
史與地理學系教授）

本航空與傳統航空公司
之績效影響〉
評論：林翠蓉（中國文化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教授）

茶 敘 (10:30-10:45)
場次

A-4 國際會議廳

C-4 第三會議室

主題

戰時與戰後重建東亞秩序的努力

轉生的東亞—民俗學、儒學以及文學(線上)

周陽山

樋口大祐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

主講：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兼圖書館
館長)
題目：〈蔣中正的亞洲觀〉
評論：龐建國（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
10:45

研究所教授）

主講：濱田麻矢(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
〈如何講述臺灣：朱天心『古都』與胡蘭成
的夢〉
評論：樋口大祐（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教授）

|

主講：倪仲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

主講：斎藤公太(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講師)

12:00

任)
題目：〈蔣中正的柱石論初探〉
評論：周陽山（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
研究所教授）

題目：
〈東亞『春秋』闡釋的展開與近世日本的正
統論〉
評論：樋口大祐（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教授）

主講：黃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主講：井上舞(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
〈「台籍原日本兵」的補償問題─以日本政府

題目：〈觀光地的「歷史敘述」
〉

的應對為中心〉

評論：樋口大祐（神戸大學人文學研究所教授）

評論：楊子震（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午 餐 (12:00-13:10)
場次

A-5 國際會議廳

B-5 第一會議室

C-5 第三會議室

國際政經新局下東南亞供應鏈

亞洲新經貿體系下的台商經營

漢字文化於東亞地區的傳播及

之重整與台商布局

發展戰略

受納的動態(線上)

主題

顏敏仁
黃煇慶

中國文化大學商管所教授兼日

李成市

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本亞洲生產力組織政策研究顧

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教授

主持

問
主講：吳銀澤(育達科技大學應
用日語系教授)
題目：〈國際供應鏈在東南亞製
造業的發展與變遷〉
評論：黃煇慶（逢甲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

高長

主講：尹龍九(慶北大學校人文

臺北企業經理協會理事長

學術院助理敎授)

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題目：〈樂浪郡初期的文書行政

袁明仁
行政院陸委會台商張老師
總經理

及知識階級〉
評論：植田喜兵成智(學習院大
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
教授)

主講：葉東哲(臺中科技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13:10
|
14:25

題目：〈美中貿易戰之下台商的
布局策略〉
評論：林冠汝(真理大學國際貿
易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真理大學兩岸經貿暨交

陳祥順
中國台商投資經營協會祕書長
主講：李炳鎬(公州敎育大學社
會科敎育科教授)
題目：
〈韓國古代瓦的展開狀況〉
評論：尹龍九(慶北大學校人文
學術院助敎授)

流中心主任)
主講：林冠汝(真理大學國際貿

主講：植田喜兵成智(學習院大

易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理

真理大學兩岸經貿暨交

教授)

流中心主任)
題目：〈借鏡日本三重縣產業振
興發展策略-以浅井農園

題目：〈則天文字於東亞地區的
使用及受納的狀況〉
評論：李炳鎬(公州敎育大學社

如何與跨產業結合創造

會科敎育科教授)

產業新契機〉
評論：葉東哲（臺中科技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主講：張銘今(臺中科技大學應
用日語系日本市場暨商
務策略碩士班助理教授)
題目：〈數位時代下便利商店之
行 銷 策 略 -- 以

LAWSON

與台灣全家便利商店為
例ー〉
評論：黎立仁（臺中科技大學應
用日文系副教授兼日本
研究中心主任）
茶 敘 (14:25-14:40)
場次

A-6 國際會議廳

B-6 第一會議室
燕行使、通信使及其周邊－

主題

東亞經濟與績效評估

東亞跨視域下的人、物交流
(線上)

盧文民
主持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
系教授
主講：王脩斐/謝森賢(臺中教育
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

張毓芬
臺北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C-6 第三會議室

東亞思想的「本土化」研究
(線上)
董灏智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
授兼院長

主講：松本智也(立命館大學文
學部研究員)

計研究所助理教授/中國

題目：〈1763 年通信使與日本文

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

人之 交 流 ── 由十 八世

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紀後期日本「正學派朱子

主講：王明兵(東北師範大學歷
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14:40

題目：〈日本中世五山禪僧中岩

|

題目：〈臺灣半導體產業的綜合

學」之形成切入〉

圓月對「儒學」的認知〉

15:55

效率評估與集群分析〉
評論：郭國誠（中國文化大學全
球商務學位學程教授兼
主任）

評論：林侑毅(政治大學韓國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董灏智（東北師範大學歷
史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主講：楊文琪(政治大學外交學

主講：汪力(東北師範大學歷史

系助理教授)

文化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題目：〈東亞和太平洋經濟體的

題目：〈尾崎秀實與「東亞新秩

能源效率評估：以共同邊

序」
〉
主講：林侑毅(政治大學韓國語

界麥氏指數分析.〉
評論：盧文民（中國文化大學國

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由未完成本燕行錄看朝

際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評論：張崑將（臺灣師範大學東
亞系教授兼國際與社會
科學學院副院長）

鮮後期燕行錄的創作及
主講：黎明孝/陳秋香(中國文化
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

意圖──以洪敬謨《燕雲
遊史》與《蒼葭白露軒藁》
為中心〉

題目：〈探索企業社會責任與零
售產業中多國籍企業績

評論：魯耀翰(韓國高麗大學漢
字漢文研究所研究教授)

效之間的關係〉
評論：王脩斐(臺中教育大學教
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
所助理教授)
主講：秦美婕/盧文民(中國文化
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中國文化

主講：魯耀翰(韓國高麗大學漢
字漢文研究所研究教授)

文人學者的詩文唱和

教授)

──以《雲養集》所收〈東

題目：〈探索長期導向與企業績

槎謾吟〉與《芝城山館納

效之間的關係：對亞洲礦

涼唱和集・輕妙唱和集》

業的一項實證研究〉

為中心〉

系助理教授)

史文化學院教授)

題目：
〈論金允植與日本人官僚、 題目：
〈江戶思想家的「日本優越

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評論：楊文琪(政治大學外交學

主講：董灏智(東北師範大學歷

論」取向〉
評論：王明兵(東北師範大學歷
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評論：松本智也(立命館大學文
學部研究員)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陳立文館長

圓桌會議
主題：「人文與經貿如何對話？」
16:00-16:40

真理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林冠汝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全球商務學位學程郭國誠主任
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文系黎立仁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韓文系許怡齡副教授
閉幕式 (16:40)
主持：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