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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屆亞洲未來會議 The 6th Asia Future Conference 

會前國際學術研討會（Pre-Conference） 
 議程              

主  辦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全球研究會 [SGRA]（日本） 

共同舉辦 中國文化大學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台灣） 

名義贊助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補助單位 公益財團法人高橋產業經濟研究財團（日本） 

協辦單位 
台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台灣） 

台中科技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台灣） 

日  期 

2021年 8月 26日（四） ※時間標示為台灣時間 

10:00～11:00  開幕式、主題演講 

11:00～12:00  座談會 

13:00～16:20     AFC優秀論文、台灣特別優秀論文頒獎典禮暨發表 

16:20～16:30     閉幕式 

舉辦方式 會場：線上舉辦（Zoom Webinar線上研討會） 

語  言 線上：中文・英語（備有中英・中日同步口譯） 

概  要 

開幕式 

《10:00～10:10》 

開幕致詞：明石 康 亞洲未來會議會長 

司  儀：林 孟蓉 第 6屆亞洲未來會議台灣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第 1場   主題演講 

《10:10～11:00》 

「當防疫碰到政治：亞洲何去何從？」 
    演講者：吳 玉山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關係、政治學） 

    主持人：徐 興慶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第 2場   座談會 

《11:00～12:00》 

「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係-從台灣看亞洲」 
    主持人：徐 興慶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與談者：松田 康博  （日本）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李 明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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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Villanueva范 楷涵   （菲律賓）菲律賓大學全球政治與哲學研究所 

／中興大學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徐 遵慈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主任 

       吳 玉山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第 3場    AFC優秀論文、台灣特別優秀論文頒獎典禮暨發表 

《13:00～16:20》 

13:00～13:10 
AFC#6A 優秀論文、台灣特別優秀論文頒獎典禮 

司  儀：Dale Sonja 自由研究員／渥美財團獎學生 
13:10～14:40 優秀論文場次 1 優秀論文場次 2 優秀論文場次 3 
14:50～16：20 優秀論文場次 4 優秀論文場次 5 台灣特別優秀論文場次 

閉幕式 

《16:20～16:30》 
 
閉幕致詞：今西 淳子  亞洲未來會議執行委員長 

司  儀：陳 姿菁 第 6屆亞洲未來會議台灣執行委員會委員／渥美財團獎學生 
 

報名參加、大會聯絡窗口 

參加報名 

 

第 1場   主題演講   第 2場   座談會 
 
請從此網址註冊報名： 
https://us02web.zoom.us/webinar/register/WN_7Kz66tJdTn2__57Pn5GUeQ 

掃描 QR碼也能註冊報名。 
 
第 3場    AFC優秀論文、台灣特別優秀論文頒獎典禮暨發表 
 
無須事先報名， 

歡迎自由參加。 

請從此網址進入會議： 
https://us02web.zoom.us/j/84126398635?pwd=bFVIdlJVUTRCWWcxN3A5WnhzMUN1QT09 

掃描 QR碼也能進入會議。 

大會聯絡窗口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ieahs@pccu.edu.tw 

當日需要進行技術支援請聯絡。 

第 6屆亞洲未來會議事務局 afc@aisf.or.jp 

問卷 
當天 Zoom Webinar線上研討會結束後會有問卷調查。 

您的寶貴意見，將成為日後規劃與辦理活動之參考，謝謝您的合作。 
 

about:blank
about:blank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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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場   主題演講 
 

演講題目： 「當防疫碰到政治：亞洲何去何從？」 
演 講 者  ：  吳 玉山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際關係、政治學） 

演講摘要： 
 
COVID-19 是自從 20 世紀初西班牙流感以來世界所遭遇的最嚴重流行性疾病。將其加以控制符合所有國

家的利益，蓋「除非人人皆安全，否則即無安全可言」（No one is safe until everyone is safe），照理說應

該會激發國際上的合作行為。然而自疫情於 2020年初全球爆發以來，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對疾病源起的相

互指責、「疫苗民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疫苗外交」（vaccine diplomacy）等一系列的國

際衝突行為。此種合作被衝突壓制的現象是與疫病爆發前的國際體系逐漸走向新冷戰息息相關的。此一

新冷戰根源於國際間大國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與經濟危機所引致的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m）興起。由於新冷戰的趨勢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即使如 COVID-19 這樣的共同危機也無法化解

分歧、帶來合作，反而卻被吸納到衝突的漩渦當中。在這樣的局勢下，亞洲何去何從，格外令人省思。 
 
 
《演講者介紹》 
 

吳 玉山 Yu-Shan Wu   中央研究院院士 /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學博士 

2016年獲選中央研究院第 31屆院士。目前為臺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中山

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政治大學講座教授。曾獲得美國政治學會最佳博士論文

獎（1992）、三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996-2002）、教育部學術獎（2002）、

傑出特約研究員獎（2008）等多項榮譽。研究領域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政治與

經濟轉型、民主化與憲政設計、兩岸關係與國際關係理論等。最近著作包括

《優勢政黨與民主：亞洲經驗的省思》（合編）巨流（2017）、《半總統制

下的權力三角：總統、國會、內閣》（共著）五南圖書（2017）、《中國再

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編)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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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場    座談會 
 
題目：「後疫情時代的國際關係-從台灣看亞洲」 
 
《主持人・與談人介紹》 

 
 
主持人： 

徐 興慶 Shing-Ching Shyu   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日本九州大學日本歷史研究所文學博士 

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渉學（論文）博士 

曾任臺灣大學日本語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國

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客座

教授等。專長為日本近世至近代中日交流史、思想史、文化史等。 

主要著作：《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環太平

洋から日本研究を考える》(共同著作)等。 
 
 

 與談者： 

 松田  康博（日本）Yasuhiro Matsuda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自 2011 年升任教授。專長為亞洲政治外

交史、東亞國際政治研究、中台關係研究等。主要著作：《台灣一黨獨裁體制

的建立》、《台日關係史 1945-2020》(共同著作) 、〈蔡英文政權的誕生及兩岸

關係的轉變：《失去的機會》或《新常態的開端》〉《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

第 1 卷第 4 號、〈如何解讀安倍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超越“右傾化論”與“軍國

主義復活論” 〉《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4卷第 5號等。 
 
 

與談者： 

李 明  （Ming Lee）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曾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教授、

外交學系系主任、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曾任吉林大學、日本立命館大學、西安

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現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中美文化經濟協

會秘書長。專長為國際關係、東北亞安全研究、公眾外交、兩岸關係、國際衝

突與危機管理等。近年著作：李明主編《普欽執政下的俄羅斯》、李明主編

《國際關係》、李明《兩韓競合與強權政治》、李明、邱稔壤共同主編《地緣  

政治經濟之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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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者： 

Kevin Villanueva 范 楷涵（菲律賓）中興大学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員 

英國利茲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 

曾任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研究所學者、菲律賓東協代表團成員負責起草《東盟  

人權宣言》(2012)，並曾任職於東南亞及西歐等地區國際組織如國際警報組織  

及歐盟。現任菲律賓大學副教授、中興大学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員。 

專長為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研究專注於東協 ASEAN 區域整合、建立倫理共識 

以及維護國際人權。曾多次召集並主持國際會議探討東南亞區域議題。近年著 

作： Consensus: The Intangible Heritage of Southeast Asian Diplomacy,    

and is now working on a monograph: The Possibility of A Global Life? An  

Inquiry into Peoples, Borders, and Original Encounters. 
 

 
與談者： 

徐 遵慈  Kristy Tsun Tzu Hsu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主任 

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 

徐遵慈現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及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

會兼任研究員，並擔任財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顧問、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資深

顧問、臺北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專長為國際組織、國際經貿

法、經濟一體化、爭端解決、性別議題研究等。近年著作：「COVID-19 對全球

經濟與國際援助之影響與對我國之啟示」《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第 2 期、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最新談判動向及未來發展」《經濟前瞻》等。 
 
 

第 3場 AFC優秀論文、台灣特別優秀論文頒獎典禮暨發表 
                  

 AFC優秀論文發表： 

＊優秀論文獎得獎者 20位從世界各國進行線上論文發表。 
http://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6/AFC6A-Best-Paper.pdf 

 台灣特別優秀論文發表 

＊台灣特別優秀論文獎得獎者５位進行線上論文發表。 
http://www.aisf.or.jp/AFC/2021/files/2021/06/AFC6A-Taiwan-Best-Paper.pdf 
 

 優秀論文發表時間表以及發表論文，從下方連結進行閱覽。 
https://www.conftool.pro/afc2021/sessions.php 
※僅提供已經註冊報名亞洲未來會議之報名者閱覽 

註冊報名網址：http://www.aisf.or.jp/AFC/2021/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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