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峰

e-mail: eihochin@gmail.com

tel:0918-966-108

近期著作及學術活動（以近三年為主）
<專書及專書章節>
陳永峰，「蔡英文海洋政権の登場」，アジア太平洋研究所編『アジア太平洋と関西—関西経済白書
2016』，日本大阪：財団法人アジア太平洋研究所（APIR），2016 年 10 月。(ISBN:978-4863453067)

陳永峰，
「台湾におけるアジア共同体の歴史的位置」，青木一能編『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協力の可
能性』，日本東京：芦書房，2015 年 2 月。(第七章，頁 125-144.) (ISBN:978-4-1273-2 C0031)

陳永峰，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持続可能性のある高齢化社会構築：台湾調査について」，木村幹編『北
東アジア少子高齢化研究』，日本大阪：アジア太平洋研究所，2015 年 3 月。(第四章，頁 33-42.)
(ISBN:978-4-87769-364-0)
Chen Yung-Feng, ”The Diaoyutai Islands Disput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East Asia”,
Edited by Szu-shen Ho & Kuan-hsiung Wang,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Prospect for
Peace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Taipei: Prospect Foundation, Oct.2014, pp.93-110.
(ISBN:978-986-88066-2-7)

陳永峰，
〈海洋國家論者的大陸觀：從吉田茂的中國經驗出發〉，李宇平編，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台北：稻香出版社，2014 年 6 月。（頁 495-512.）(ISBN:978-986-6078-43-9)

陳永峰，
〈東亞歷史脈絡中的釣魚台紛爭〉，何思慎、王冠雄編，
《東海及南海爭端與和平展望》，台
北：遠景基金會，2012 年 12 月。(頁 73-89.) (ISBN:978-986-88066-1-0)

陳永峰，「海洋中華世界台湾と海洋国家日本の交錯：『世界単位』としての東アジア」，陳永峰・
徐興慶共編，『転換中の EU と「東アジア共同体」―台湾から世界を考える―』，台北：台湾大
學出版センター，2012 年 3 月。(頁 215-241.) (ISBN:978-986-03-2256-9)
<期刊論文>
陳永峰，
「台湾政治・経済構造の大転換—蔡英文「親海遠陸」政権の誕生」，
『APIR Commentary』
No.56，2016 年 2 月 8 日。
陳永峰，
「新「安保法案」通過後的日本政治」，
《展望與探索》第 13 巻第 10 期， 2015 年 10 月。
（頁 12-16）
陳永峰，
「日本新「安保法制」與東亞國際關係的深層」，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5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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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頁 8-10）
陳永峰，
「由日本 2014 年『防衛白皮書』析論日『中』關係發展」，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4
年第 9 期，2014 年 9 月。（頁 7-9）
陳永峰，「『頁岩油氣』革命下的新世界」，《鉅變新視界》第 2 期，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發行，2014 年 1 月。（頁 1）
陳永峰，
「暴力的預感：
『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的歷史性抗拮」，
《展望與探索》第 11 巻第 12
期， 2013 年 12 月。（頁 14-19）

陳永峰，「日本的政治領導力：以關東大地震後『帝都復興院』的挫折為線索」，《警察通識叢刊》，
創刊號（第一期），2013 年 10 月。（頁 166-180）
2013/03

陳永峰，
「三一一後的日本：大轉換的科技文明」，
《思與言》第 51 巻第 1 期， 2013 年

3 月。（頁 41-48）
陳永峰，「安倍經濟學與日本政治」，《展望與探索》第 11 巻第 2 期， 2013 年 2 月。（頁 19-24）

陳永峰，「植民地・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ポストモダン－周辺からみる帝国の交錯－」，『翰林日本
学』，第 21 輯，2012 年 12 月。（頁 25-43）
<書評/導讀>
推薦序。陳永峰，「我是不是我的我的李登輝」，李登輝著，《新・台灣的主張》，臺北：遠足文化，
2015 年 8 月 26 日初版一刷。（頁 5-9）(ISBN:978-986-92081-5-4)

導讀。陳永峰，
「在『絕對矛盾』中追求『自我同一』的日本人」，露絲・潘乃德著，陸徵譯《菊與
刀:日本文化的雙重性》，臺北：遠足文化，2014 年 10 月。
（頁 64-77）(ISBN:978-986-5787-62-2)
<時論/專欄>
2016/09/22 「蓮舫風波證明「有」中華民國」，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9/12 「北韓核炸 自我解恨」，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8/27 「日本人為何不太讓座？」，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7/29 「蔡英文海洋政權的頓挫」，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6/10 「蔡推新南向 先強化海軍」，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5/23

“The ‘1992 consensus’ conundrum”, Opinion, Taipei: Taipei Times.

2016/05/18 「新權力政治幽靈 在全台遊盪」，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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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3 「不能在九二共識之前自動停止思考」，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6/05/04 「沖之鳥 非島也非礁」，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4/24 「防災救災 新中央地方關係」，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4/13 「日本再武裝 蔡學得來撒嬌又霸淩」，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3/28 「日本人文科系 至今未廢」，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3/17 「夏普崩壞，該負責的是空氣？」，臺北：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16/02/25 「夏普缺老闆 日本缺個大人物」，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2/24 「鴻夏戀會幸福嗎？鴻夏戀的非經濟因素」，臺北：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16/02/18 「海陸對立軸成形 台灣成夾心」，臺北：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16/01/13 「日本國家隊讓鴻夏再失戀」，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6/01/10 「TPP 戰場 在國內不在國外」，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12/30 「日韓歷史問題不會終結」，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12/25 「反恐 日本自衛權解禁試金石」，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11/09 「不好意思『九二共識』既無神力也無魔力」，臺北：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2015/11/03 「中日韓峰會 暴力的預感」，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10/29 「憲法是政治人物慣習的收斂」，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5/10/22 「關稅戰爭已逝匯率戰爭長存 貿易國家台灣何去何從」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10/09 「蔡英文訪日／台灣大政治 算錯小政治」，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10/08 「蔡英文訪日與『海洋國家台灣的構想』」，臺北：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2015/10/04 「忽視海洋戰略 台灣錯失優勢」，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9/20 「安保法違憲 鬥爭才要開始」，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8/24 「『我是不是我的我』的李登輝」，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8/13 「釣魚台不是琉球群島的附屬島嶼」，臺北：天下雜誌《獨立評論》。
2015/06/30 「從主體性解放的台灣人 幸運或悲哀？」，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6/20 「憲法就是一張紙 既無神力也無魔力」，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5/12 「『海陸』歷史斷層交錯 台日困境」，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5/03 「中俄 vs.美日 太平洋新冷戰 台灣難上加難」，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4/28 「鬼畜美英變美日同盟 安倍訪美的超克演出」，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4/24

“History’s Crucial Role over Island Squabbling”, Opinion, Taipei: Taipei Times.

2015/04/17 「東亞島爭 先認清歷史脈絡」，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3/11 「311 四週年 日本民意為「核」大漂流」，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3/01 「日本皇室又一個不在場證明」，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2/03 「日本「對美追隨」的文化極限」，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5/01/26 「IS 斬首 安倍外交頓挫」，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12/25 「冷漠的信任 在野黨消失的日本」，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12/15 「超低投票率 安倍政治學上路」，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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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9 「小確幸選民影響選舉結果」，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11/25 「成熟老齡社會中的安倍經濟學實驗」，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11/20 「安倍政權 重現昭和的焦慮與情感」，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10/17 「穿越現代隧道 台灣正在歐洲化」，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9/11 「《昭和天皇實錄》二戰是『空氣』發動的？」，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8/12 「海洋國家 VS.大陸國家新冷戰」，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7/11 「爭奪海權 東亞瀰漫暴力氣氛」，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5/17 「自衛權擴張 日本立憲主義崩毀」，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5/02 「當民主自由讓我們失去力量…」，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4/22 「釣魚台「不在」宜蘭頭城鎮？」，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4/12 「學習在惡政中創造幸福」，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4/05 「安倍的歷史教育戰爭」，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3/17 「安倍政權：獨立的欲求與孤立的危險」，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3/11 「311 後的虛無 文明的宿命」，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3/03 「安倍政權 從拼經濟重回拼政治」，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3/03 「小確幸：後現代集體想像」，臺北：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14/02/10 「日本與台灣的東亞困局」，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4/02/05 「東京市長選舉的核能議題」，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4/01/25 「東亞秩序 充滿暴力預感」，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12/26 「徵兵募兵關鍵在國家定位」，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12/10 「秘密法踩線 日人大反撲」，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10/14 「混沌期集體焦慮的解藥」，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10/02 「台憲政僵局、美政府停擺 民主政治劣化」，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9/09 「東京奧運 射出安倍匹克經濟學」，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9/03 「日本的無責任社會結構」，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8/29

“Economy depends upon sympathy”, Opinion, Taipei: Taipei Times.

2013/08/19 「解悶靠互信 亞當斯密早說過」，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8/07 「不問自己是誰的台灣人」，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7/23 「平成日本不再政治漂流？」，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7/19 「八九年體制的歷史詛咒」，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7/15 「日本永續敗戰的根源」，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7/09 「投票率過低 侵蝕日本民主基礎」，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6/28 「安倍經濟學勢將退潮」，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6/24 「台灣憲政混沌的根源」，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6/17 「終結橋下妄言，難」，臺北：中國時報國際專欄。
2013/06/16 「日本政壇失言多 常識與世隔絕」，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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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4 「記憶可以隱藏 歷史無法改變」，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4/18 「後現代台灣讓和平成為可能」，臺北：中國時報觀念平台。
2013/04/11 「歷史的傷 朝鮮半島的恨」，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3/25 「只能遙望歷史的日本人」，臺北：中國時報國際專欄。
2013/03/21 「期待核工工程師們的聲音」，臺北：中國時報觀念平台。
2013/03/13 「科技信仰動搖的年代」，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3/02/26

"US’ shale revolution’ a positive step ", OPINION, Taipei: Taipei Times.

2013/02/21 「看清頁岩革命的新世界」，臺北：中國時報國際專欄。
2013/02/07 「安倍拼經濟 脫美入亞」，臺北：中國時報國際專欄。
2013/01/22 「核能論戰：價值選擇的試金石」，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3/01/10 「安倍外匯政策啟示錄」，臺北：中國時報國際專欄。
2012/12/18 「東京觀察：日本平靜到詭異的變天」，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11/29 「東亞型民粹主義的歷史魔咒」，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2/11/15 「徵兵/募兵 不是財政問題」，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2/11/10 「政治無力化 時勢所趨」，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10/02 「大江、村上、戰後日本」，臺北：中國時報觀念平台。
2012/09/29 「村上春樹：島爭激情後 除了頭痛沒有其他」，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9/21 「保釣 台灣需要戰略建構」，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9/12 「釣島國有化/日購島的致命破綻」，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9/10 「組織失靈 日本期待大人物降臨」，臺北：中國時報觀念平台。
2012/09/08 「釣魚台國有化 野田最後演出？」，臺北：聯合報冷眼集。
2012/09/04 「權力政治幽靈漫步東亞」，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2/09/02 「視郭董為天災 夏普縮脖等風停」，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8/29 「鴻夏戀 台日歷史性冒險」，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8/20 「超克民族主義 外交出動」，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8/02 「獨島、釣魚台、帝國日本」，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2/07/21 「新黨浪潮 又撲向日本」，臺北：中國時報名人觀點。
2012/07/20 「釣魚台是歷史問題而非領土問題」，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2/07/03 「小澤再組新黨 日本政治決戰九月」，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7/02 "Forget competing, enjoy life instead", OPINION, Taipei: Taipei Times.
2012/06/28 「不能主導立法 別再空談 FTA」，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6/27 「後現代臺灣的集體焦慮」，臺北：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2012/06/17 「漂流台灣 走在生死線上」，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6/02 「脫美入中？日經濟大轉向」，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5/07 「無核日本棄拚經濟？台灣呢」，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4/27 「人民幣勢必再升」，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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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13 「台灣結構改革 別步日本後塵」，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2/03/10 「科技文明的漂流：寫在 311 周年之前」，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2/03/04 「小國更需要外交」，臺北：聯合報民意論壇。
2011/04/17 "Taiwan must decentralize or die", Editorials, Taipei: Taipei Times.
2011/04/07 「恐龍政府永遠學不到教訓」，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1/03/23 「協助日本災區大學生來台留學」，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0/11/16 「亞洲不是美國的提款機」，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0/09/15 「政治不景氣的日本」，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0/07/12 「參議院選舉與日本政治走向」，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0/06/03 「自民黨已逝，官僚制長存」，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0/05/06 「日本新黨浪潮勢將重現」，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10/03/10 「小政治的日本,大政治的台灣」，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9/10/03 「弱勢首相鳩山由紀夫」，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9/09/01 「日本政治，決戰 2010」，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9/08/25 「日本防災思維可供借鏡」，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9/07/30 「淪爲數學問題的日本政治」，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9/02/05 「東亞民粹三兄弟」，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8/12/30 「馬英九政府的對日課題」，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2008/09/04 「小泉革命煙消雲散」，臺北：蘋果日報論壇。
<演講・講座・媒體>
2016/11/12 專題演講。
「釣魚台的法律問題：主權、漁權、礦權的歸屬問題」。2016 年秋季「認識
釣魚台研習營」。台中：台中教育大學。教育部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2016/10/29 專題演講。
「釣魚台的法律問題：主權、漁權、礦權的歸屬問題」。2016 年秋季「認識
釣魚台研習營」。台中：台中教育大學。教育部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2016/10/25 專題評論。TVBS 電視台「TVBS Vision 全球視野」。主題：
「日韓修憲及領袖任期延
長問題」，
2016/10/05 專題演講。「島、半島、大陸：東亞島爭與台灣」，新北市中和區陽光學苑。於南山高
中。
2016/09/22 卓話。
「比較のなかの台灣與日本」，台北東海ロータリクラブ。台北ローヤルホテル。
2016/08/17 專題演講。「陳永峰說日本：比較中的台灣與日本」，台中中州扶輪社。於台中長榮桂
冠酒店。
2016/07/20 專題演講。「陳永峰說日本：比較中的台灣與日本」，台中松竹扶輪社。於台中金典酒
店。
2016/07/04 學術演講。「「親海遠陸」政権の登場と台湾通商貿易政策の行方」、「環太平洋経済連
携協定（TPP）と東アジア経済統合」第一回研究会。アジア太平洋研究所（APIR）、グランドフ

6

ロント大阪

北館タワー

７階。

2016/02/26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少康戰情室」。主題：「鴻夏戀徹底解析」。
2015/12/26 學術講座。「陳永峰說日本 IV：共生與共死」，臺北：思行講座。
2015/12/20 學術講座。「陳永峰說日本 III：社會與世間」，臺北：思行講座。
2015/12/19 學術講座。「陳永峰說日本 II：空間與空氣」，臺北：思行講座。
2015/12/05 學術講座。「陳永峰說日本 I：組織與個人」，臺北：思行講座。
2015/11/19 專題演講。
「日本長期照顧保險之檢視」。長期照顧服務的活躍老化政策研討會。台北：
天主教台北主教公署。主辦：（財）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5/11/14 專題演講。
「釣魚台的法律問題：主權、漁權、礦權的歸屬問題」。2015 年秋季「認識
釣魚台研習營」。台南：成功大學。教育部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2015/11/13 專題演講。
「日本長期照顧保險之檢視」。長期照顧服務的活躍老化政策研討會。高雄：
高雄市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主辦：
（財）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5/11/09 專題演講。「若い知日世代から見た李登輝哲学」，臺北淡水：李登輝學校。主催：日
本李登輝友の会。
2015/10/31 專題演講。
「釣魚台的法律問題：主權、漁權、礦權的歸屬問題」。2015 年秋季「認識
釣魚台研習營」。台中：台中教育大學。教育部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2015/09/16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日本新安保法案通過」。
2015/08/31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日本民眾抗議安保法案」。
2015/08/29 廣播主持。「陳永峰說日本」，台北：「NEWS 98 電台－九八精選週報」。
2015/08/22 廣播主持。「陳永峰說日本」，台北：「NEWS 98 電台－九八精選週報」。
2015/08/14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安倍戰後 70 週年談話」。
2015/08/11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戰後 70 週年談話草案出爐」。
2015/08/10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廣島／長崎原爆 70 年」。
2015/07/17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強徵戰俘勞動，日本三菱道歉」。
2015/07/16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日本眾院通過新安保法案」。
2015/07/14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日本軍工企業擴大市場」。
2015/07/12 專題演講。「台湾政治文化の基礎構造」，臺北：圓山大飯店。主催：東京都板橋區議
會。
2015/06/04 專題演講。「我看《春秋》」。埔里：暨南國際大學。主辦：暨南大學歷史系。
2015/05/01 專題演講。
「釣魚台的法律問題：主權、漁權、礦權的歸屬問題」。2015 年春季「認識
釣魚台研習營」。台中：勤益科技大學。教育部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
2015/04/02 專題演講。「日本經濟結構改革對台灣之啟示」。台北：台灣省商業會。主辦：台灣綜
合研究院財經諮詢委員會、（財）現代財經基金會。
2015/03/20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日本 311 核災 4 週年」
2015/03/19 專題演講。「比較中的台灣與日本」。台中：大屯扶輪社（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2015/02/03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亞洲進入大國角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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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2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中國閱兵是否邀安倍」。
2015/01/05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
「明仁天皇二戰感言，呼籲反省歷史」。
2014/12/26 電視專訪。客家電視台「聚焦國際」。主題：「從安倍經濟學到安倍政治學」。
2014/12/16 教育講座。「人文社會導論－政治學」。台中：台中女中。教育部教育計畫。教育部高
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
2014/12/09 教育講座。「人文社會導論－政治學」。台中：台中女中。教育部教育計畫。教育部高
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教育計畫。
2014/12/04 專題演講。「在『絕對矛盾』中追求『自我同一』的日本人」。埔里：暨南國際大學。
主辦：暨南大學歷史系。
2014/11/25 教育講座。「人文社會導論－政治學」。台中：台中一中。教育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
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教育計畫。
2014/11/18 教育講座。「人文社會導論－政治學」。台中：台中一中。教育部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
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
2014/10/24 專題演講。「比較のなかの日本と台湾」，日本青年議員訪問團@臺北：救國團總部。
外交部主辦。
2014/10/03 專題演講。「日本と台湾の企業文化」，臺北：陽明山天籟溫泉飯店。主辦：TDI（台
灣顯示器）
2014/09/18 教育講座。「大學與小學」。台中：東海大學「大學入門」講座。主辦：教育部公民陶
塑計畫。
2014/09/18 專題演講。「安倍經濟改革對日本中小(微)型商業服務業的影響」。彰化：台灣省印刷
同業公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
2014/08/22 專題演講。「台日企業經營文化比較」。台中市：台灣省汽車輪胎公會。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主辦。
2014/05/26 專題演講。「比較中的台灣與日本」。台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頂尖大學公民參
與與選舉制度計畫主辦。
2014/05/24 主題演講。「個人的支配與組織的支配：台灣 vs.日本」，2014 年台灣社會福利學會年
會，於嘉義中正大學。
2014/05/06 專題演講。「日本的無教會主義」，東海大學神學沙龍@角落習齋。主辦：東海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
2014/04/25 電視專訪。客家電視台「聚焦國際」。主題：「評日美高峰會」。
2014/04/17 電視評論。TVBS 電視台「麗文正經話」。主題：「日本，安倍，軍國回魂？」
2014/04/02 學術演講。於東吳大學政治系。講題：「日本政治的核心問題與安倍政權的展望」，主
持人：林瓊珠教授。
2014/02/10 電視專訪。TVBS 電視台「Today 正經話」。主題：「東亞隱形戰爭開打？」。
2014/02/07 電視專訪。客家電視台「聚焦國際」。主題：「甲午年看中日」。
2014/01/03 電台專訪。中廣新聞網「新聞大解讀」。主題：「東北亞專題：岡倉天心：茶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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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5 電台專訪。中廣新聞網「新聞大解讀」。主題：「日本專題：新渡戶稻造：武士道」。
2013/11/06 專題講座。「311 後的日本：大轉換的科技文明」。臺北築生講堂。主辦：築生文化協
會。
2013/10/24 專題講座。
「比較の中の台湾と日本」。2013 年第二期日本青年臺灣研習營特別講座@
台北救國團團本部。主辦：外交部。
2013/10/22 專題講座。東海人講堂：「從半澤直樹現象看日本的職場文化」。於東海大學省政研究
大樓。主辦：東海大學推廣部。
2013/10/14 專題演講。「比較中的日本與台灣：歷史社會學的觀點」。逢甲大學通識文明史講座。
主辦：逢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013/06/25 專題講座。「論當代日本國際關係」。人文與社會科學對話：日本研究之最前線研究生
研習營。於台大舊總圖一樓外文系會議室。主辦：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日本與韓國研究
整合平台。
2013/06/20 專題講座。
「比較の中の台湾と日本」。2013 年第一期日本青年台灣研習營@救國團劍
潭青年活動中心。主辦：外交部。
2013/05/25 主題演講。
「台湾における大学付属研究部門の現状と展望」，関西大学平成 25 年度 3
研究所合同シンポジウム「人文社会科学分野における大学付置研究所の現状と使命―東アジア諸
国の比較から―」。於日本關西大學。
2013/05/09 專題演講。「解讀遭遇：從日語學習到日本研究」。主辦：逢甲大學語言中心。
2013/04/17 專題講座。
「文化創造都市品牌：京都/京都人/京都學」。臺中：築生講堂 2013 春季第
七講。主辦：築生文化協會、欣講堂。
2013/01/16 專題講座。「文化創造地方品牌：京都、京都人、京都學」。主持人：吳友欽副縣長。
於金門縣政府國際會議廳。主辦：金門縣政府。
2013/01/10 專題演講。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研究所大師演講系列五：
「從日本政治哲學談安倍新内

閣與中日危險關係」@中正大學社科院二舘 711 會議室。主辦：中正大學政治系。
2012/12/22 專題演講。「台日企業合作的可能性」。於東海大學省政研究大樓。主辦：東海大學推
廣部
2012/12/22 專題演講。「台灣能否創造國際品牌」。於東海大學省政研究大樓。主辦：東海大學推
廣部
2012/12/21 專題講座。
「311 後的日本：大轉換的科技文明」。2012 年秋季築生講堂。主辦：築生
文化協會。
2012/12/03 專題講座。「京都、京都學、京都大學」。東海大學博雅書院講座。主辦：東海大學博
雅書院。
2012/11/04 專題演講。「後現代臺灣的集體焦慮」。臺中：福華大飯店。主辦：阿米巴社。
2012/10/25 專題演講。
「辺境からみるアジア共同体: 台湾のアジア観を中心として」。
「アジア研
究：アジア共同体の形成基盤」講座。主辦：韓國慶熙大學政經學院。
2012/04/27 演講。「文化創造都市品牌：京都/京都人/京都學」，臺中：2012 春季築生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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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指導>
2016/06 碩士學位論文。謝逸懷，「釣魚台問題與領土族國主義」，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
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蔡錫勳，何思慎）。
2016/06 碩士學位論文。黃紹機，
「文化差異對於高齡者居住形態選擇之影響－台灣與日本之比較
研究」，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何思慎，蔡錫勳）。
2015/02 碩士學位論文。林怡吟，「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宗教」，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碩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徐興慶，何思慎）。
2014/01 碩士學位論文。葉明明，「司馬遼太郎的台灣觀：以《台灣紀行》為中心」，東海大學日
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陳俐甫，王尊彥）。
2013/06 碩士學位論文。陳佩榆，
「垂直信任與品牌建構之關聯性探討-以 UNIQLO 的賦權為例-」，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蔡錫勳，曾耀鋒）。
2011/06 碩士學位論文。游馥瑋，
「從國語傳習所看日治初期臺灣的教育政策（1896 年 7 月-1898
年 10 月）」，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曾煥棋，林珠
雪）。
2011/01 碩士學位論文。陳彥廷，
「吉田茂研究―戦後初期の対中政策を中心に」，東海大學日本語
言文化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陳永峰，審查委員：楊永明，何思慎，林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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