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徵求贊助捐款
捐贈公益目的活動專款

渥美獎學金挹注於公益目的活動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於基本財產之

營運收益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受到長年的低利率與經濟景氣

低迷之影響，資金來源日益短缺，藉此呼籲各界慷慨解囊，惠賜活動

贊助金。

◉捐款（不限股數）
法人: 一股30萬日元
個人: 一股10萬日元

捐贈國際交流活動（ＳＧＲＡ）專款
SGRA 是以渥美財團的基本財產運用收益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

各機關團體挹注各項計畫之補助金、以及其他收入作為營運資金。由

營運委員會、計畫團隊、編輯團隊共同推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承蒙

各單位的協助，SGRA 的國際交流活動逐步穩健成長。為使今後也能

繼續充實活動內容，擴展活動網絡，懇請諸位鼎力援助，惠賜贊助金。

◉捐款（不限股數）
法人: 一股5萬日元
個人: 一股1萬日元

 接受捐款專用帳戶
三井住友銀行　目白支店　普通帳戶號碼：6499525

帳戶名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郵局　帳戶號碼：00170-5-392039

帳戶名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關於捐款的免稅規定 
來自諸位的贊助捐款，將做為公益財團法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的獎學

事業及國際交流事業（SGRA）的指定專款。本財團因取得「公益財

團法人」之認定，捐贈者享有稅賦制度公定之優待措施，其捐贈本財

團之款項可列入所得稅、法人稅之免課稅對象。另外，個人所得稅部

分，本財團也取得適用「稅額特別扣除額」優待措施之法人認定，捐

贈者在提交報稅單時，可以選擇適用「所得特別扣除額」或是「稅額

特別扣除額」。至於個人居民稅申報優待措施，根據捐贈者所居住的

都道府縣、市鎮村等各自治機關的特殊條例規定，亦有可能被列為適

用個人居民稅捐款特別扣除額之免課稅對象。（東京都已將此捐款列

入適用個人居民稅免課稅優待對象）

諮詢服務窗口
〒112-0014 日本國東京都文京區關口 3-5-8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tel: 03-3943-7612 
fax:	03-3943-1512
e-mail: office@aisf.or.jp
homepage （渥美財團）：http//www.aisf.or.jp
homepage （SGRA）：http//www.aisf.or.jp/sgra/

渥美獎學金概要
■　報名資格（應符合下列全部資格）

1.	 	擁有日本以外之國籍，具有日本研究所博士（後期）

班正式學籍，且預計於本財團的獎學金支付期間終

止時取得博士學位者。含超過正規在學年限，或為

取得他國研究所博士學位而以研究員等身分設籍於

日本的研究所者。

2.	 	所屬之研究所研究科系（研究室）及本身居住地皆

在關東地區（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
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者。

3.	 	日語能力佳以及口語表達流利者。（僅受理日文申請

書面資料、舉辦日語甄選面試）

4.	 	關心國際理解與和平親善議題，有積極參加本財團

各項交流活動之意願者。

■　獎學金內容

獎學金每人每月 20 萬日元。獎學金支付期間為 1 年。

不得延長。

■　申請方式

有意願申請獎學金者，於 7 月 1 日之後，向各大學研究

所負責留學生獎學金業務處室或本財團事務局，索取報

名簡章及申請書。開放索取報名簡章及申請書當日，亦

可透過本財團官方網站下載相關申請文件檔案。每年九

月開始正式受理申請。

■　甄選方式

由事務局進行書面資料與面試的預備審查後，再送交甄

審委員會進行書審與面試甄選。

關於渥美獎學金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旨在提供諸位獎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機會，能與不同領域人才談論自己學術專業

外的國際社會議題。每月獎學金堅持採取面對面交付方式發放，希望一邊維持緊密交流，一邊進行實質

的獎學支援。更樂於期盼所有獎學生在獎學金支援期間結束後，能繼續保持聯繫，主動積極加入建構全

球規模交流網絡之列。渥美財團的網絡，縱使力量單薄，資源有限，也冀望對世界的和平發展有所貢獻。

為此，格外歡迎有可能為人類與社會或與自然「和諧發展」帶來重大貢獻之研究。

生活支援與同學會活動（RACCOON會）
每月定期舉辦例會或實施個人訪談，召集獎學生出席報告學業與生活近況後，領

取當月份獎學金。此外，每年不定期舉辦聚會，邀請所有獎學生（包括歷屆獎學

生ＯＢ、ＯＧ）以及財團理監事、評議員和甄審委員共聚一堂；每年夏季舉辦家

族小旅遊活動，增進交流，凝聚情誼。年度末舉辦研究報告大會，安排當年度獎

學生發表研究成果。

渥美獎學生的同學會，源起於渥美健夫先生所繪之狸貓，命名為 RACCOON 會。

RACCOON 會除日本以外，不定期於臺北、首爾、北京等地舉辦，延續至今。

獎學事業

散文隨筆集
渥美財團舉辦 5 週年、10 週年、15 週年紀念活動之際，特別

彙整並出版了 SGRA 成員散文隨筆集。有意購買者，請洽渥美

財團事務局。

展望亞洲的未來──我的提案
（亞洲未來會議優秀論文集）

SGRA 每兩年一次在亞洲主要城市舉辦的「亞洲未來會議」正

式官方會後論文集。刊登獲評選為亞洲未來會議優秀獎的論文。

除免費寄送 SGRA 成員之外，同時捐贈日本各大學國際中心、

區域重點圖書館、海外的大學與日本研究中心機構等處收藏。

另外，還可透過網路書店或書籍販售網站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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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ジア未来会議（AFC）とは
アジア未来会議（Asia Future Conference）は公益財
団法人・渥美国際交流財団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が
主催し、日本で学んだ人や日本に関心のある人が集
い、アジアの未来について語る＜場＞を提供してい
ます。2013 年３月の第１回（世界の中のアジア：地
域協力の可能性、於バンコク）、14 年８月の第２回（多
様性と調和、於バリ島）に続いて、第３回は 16 年９
月に北九州市で「環境と共生」のテーマのもとに開
催されました。本書には、この会議に向けて投稿さ
れた多数の論文の中から厳正な審査によって選ばれ
た優秀論文 20 本を収録しました。 

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SGRA）とは
SGRA は、世界各国から渡日し長い留学生活を経て
日本の大学院から博士号を取得した知日派外国人研究
者が中心となって、個人や組織がグローバル化に立ち
向かうための方針や戦略をたてる時に役立つような研
究、問題解決の提言を行い、その成果をフォーラム、
レポート、ホームページ等の方法で、広く社会に発信し
ています。研究テーマごとに、多分野、多国籍の研究者
が研究チームを編成し、広範な知恵とネットワークと結
集して、多面的なデータから分析・考察して研究を行い
ます。SGRA は、ある一定の専門家ではなく、広く社会
全般を対象に、幅広い研究領域を包括した国際的かつ学
際的な活動を狙いとしています。良き地球市民の実現に
貢献することが SGRA の基本的な目標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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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ＲＡ報告書
SGRA 論壇的演講暨會議紀錄與 SGRA 成員的投稿論文，以

SGRA 報告書形式發行。紙本的報告書除免費寄送 SGRA 成員

之外，同時捐贈日本各大學國際中心、區域重點圖書館、海外

的大學與日本研究中心機構等處收藏。

另備有 PDF 版，可經由 SGRA 官方網站免費下載。其中，部

分報告書亦同步發行英文、中文、韓文等多國語言翻譯版本。

http://www.aisf.or.jp/sgra/active/report/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以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為目標

關口國際研究會
www.aisf.or.jp/sgra/

◉優惠
　	惠賜捐款者，將獲贈一本

「渥美財團年報」。

◉優惠
　	惠賜捐款之贊助會員，將獲贈

SGRA 報告書、年度報告書；

以及寄送論壇相關情報。

渥美財団2017パンフ繁体語.indd   1 2017/05/30   16:34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繼承亡夫渥美健夫的遺志，眾志齊心將之發揚光大。除了提供

獎學金支援世界各國遠赴我國各大學研究所深造並以取得博士學位為目標的外國籍留

學生之外，集結歷屆渥美獎學生組織擁有日本留學經驗的成員團體─「關口國際研究

會（SGRA）」，致力推展國際交流活動。由歷屆渥美獎學生組成的成員團體以 SGRA

命名，乃希冀擁有豐厚日本留學經驗的外國籍研究者，能從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所在地

─東京都文京區關口町─朝向世界發聲，將信念與訊息傳遞到全球各地。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成立逾二十載，承蒙各界先進賢德的支援與協助，交流網絡已

遍及亞洲各地，並且不斷擴張至全世界各角落。近年更主動承擔重任，多次舉辦「亞

洲未來會議（AFC）」等跨國際與跨研究領域之大規模學術交流活動，日新月異，成長茁壯。在推展這些國際

交流活動中，所有參與成員凝聚共識──期許本財團為「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竭力貢獻。

今後本財團亦將以此共識為目標，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持續投入國際交流事業的運營。

　　衷心懇請各界慷慨解囊，惠賜寶貴支援，贊助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推展各項國際交流公益活動。

理事長 渥美伊都子

理事長的話 國際交流事業

　　SGRA 以長期留學日本並在日本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知日

派外國籍研究人員為中心，展開學術交流事業，推展對世界和平

發展與促進社會和諧有所貢獻的研究。研究成果透過會議、論壇、

報告書、網頁等形式，廣泛公諸於社會，積極朝向世界發聲。活

動據點不僅遍布於日本國內，進而以亞洲為中心，廣設海外據點，

推展國際交流活動。

　　SGRA 不以特定學科領域的專家為對象，而是以整體社會為

對象，從廣泛領域展開跨學科、跨領域與跨國界之研究活動。「為

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竭力貢獻」乃 SGRA 欲達

成之目標。

SGRA簡介

以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為目標

亞洲未來會議

亞洲未來會議提供一個《場域

／平台》，讓擁有日本留學經

歷的研究者、關心日本的青年

研究員與學生齊聚一堂，從跨學科、跨領域與跨國界的視野，透

過共同討論對話，展望亞洲與地球社會的未來。亞洲未來會議自

2012 年度起，每兩年在亞洲的主要城市隆重召開。SGRA 積極

推展亞洲未來會議的目標是：期盼透過此會議，成功建構「知性

網絡」，創設廣布於世界各地的知識共享平台。

與海外研究機構等組織協力推展的 
區域型「共同計畫」

■ 臺日亞洲未來論壇
每年與臺灣的大學系所或研究機構共同舉辦，從融合日本、臺灣

與廣域亞洲的多維觀點，深度觀察與探究臺日共通的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之重要議題。

■ SGRA中國論壇
與中國各地的大學和研究機關共同召開國際論壇，重新檢視與構

築中日雙方多元文化交流史；俯瞰東亞區域之間極具震撼爆發力

之動態交流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日韓日亞洲未來論壇
與南韓（財）未來人力研究院合作，由日韓輪流招待研究者，每

年舉辦論壇。以日本、韓國、及亞洲各國的觀點，以多元視野的

面相檢討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中的諸項課題。

■ 日菲共享型成長研究集會
以 1970 年代日本獲得經濟成長與分配的同時所進行的「共享型

成長」為基本主題，每年舉辦研究集會，探討菲律賓各相關領域

的諸項課題。

SGRA論壇與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以下列八大學術領域延伸出的重要議題為主題，不定期舉辦圓桌

會議與公開論壇等學術交流活動。

■ 國際化與全球公民
日益國際化的全球世界，要求現代人喚醒沉潛內心的「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意識」。SGRA 將致力探究「全球公民意識」的

理念與定位之相關議題。

■ 亞洲未來新構想
亞洲在世紀交替之際，正逐漸邁向興隆與繁榮的時代。我們以古

為鑑，以歷史為借鏡，以全球化觀點重新構想現今亞洲的理想樣貌，

以及探究該如何建構 50 年或 100 年後的亞洲新未來等相關議題。

■ 環境與能源
站在技術與社會雙方面的立場，從多元領域、多維視野、多維面

相來正視問題。結合具有實用效益的技術與嶄新的發想構思，提

出克服能源與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 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
現代科學技術急速蓬勃發展的另一方面，其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

響也日益彰顯。從「文理交融」的觀點，以跨學科視野考察促進

人類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該有之理想樣貌。

■ 東亞地區之人才培育
在國際化、資訊化的時代，隨著亞洲各國陸續推出的人才培育戰

略以及跨越國界的人員流動，帶來了技術轉移、文化摩擦、教育

差距等問題。SGRA 將針對這些課題及其背景進行深度研究。

■ 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與世界和平
進入21世紀以後的東亞，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與信賴，以及建構

和平的框架。我們將針對過去損害相互信賴與理解的因素，及東亞

地區在通往安全保障與和平之路可能面臨的困境等課題進行探討。

■ 宗教與現代社會
在現今社會，宗教扮演的腳色作用已成為萬眾矚目的關注焦點。就

現代社會而言，宗教到底是什麼？宗教發揮了何種重大影響力？為

深度探索這些議題，從全球視野觀點考察宗教與和平的相關問題。

■ 性別意識與社會
從社會制度到個人生活方式，性別意識為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從性別意識的觀點來分析現代社會、歷史、文學、媒體等領域

對象，考察社會結構、權力關係與因性別差異受到「被排除」

現象的成立機制。除了性別意識之外，將討論與人種、國籍、

社會階層、有無殘疾障礙等要素的交互差異，廣泛探究性別意

識與社會相關的重要議題。

SGRA深度學習之旅＆ 
SGRA咖啡沙龍講座活動

SGRA不定期舉辦「SGRA深度學習之旅	in	福島」與「SGRA 咖

啡沙龍講座活動」

支援ＳＧＲＡ成員主持與策劃
研討會專題場次

支援 SGRA 成員在亞洲未來會議（AFC）與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

會國際學術大會（EACJS）主持策劃研討會專題場次。公開招募

有意願主持策劃研討會專題場次的團隊（SGRA 成員），提供經

費贊助，支援通過評選的團隊出席參加前述國際學術會議。

支援活動

JAANUS：提供「日本建築、美術用語」英文線上辭典之技術協助

SGRA 是以渥美財團的事業發展基金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

各機關團體挹注各項計畫之補助金、與其他收入作為營運資金。

由營運委員會、計畫團隊、編輯團隊共同推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

1.  營運委員會負責本會營運相關的重要事項之審議與裁定。

2.  營運委員會選定符合本會宗旨目標之研究領域範疇，組織適

任的計畫團隊，推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

3.  計畫團隊由 SGRA 成員構成，必要時敦聘外部成員加入團隊，

推動各項事業，廣泛對外發布相關活動信息。

4.  因應個別計畫機動性組織的計畫團隊，乃負責執行個別計畫

實際運作的專責團隊。

SGRA全稱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國際研究會」（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從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所在地東京都文京區關口町朝向世界發聲，

關注國際社會重要議題。

ＳＧＲＡ的概要

多元領域研究
經濟・經營・技術・歷史 
工學・環境・政治・教育 
藝術・文化・心理・醫學

專業研究學者
理論・數據體系

創新・新知識經驗・
參與意願

RACCOON
（貍貓）會

多國籍集合體
全球化的觀點
國際性的比較

長期居住日本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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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動

建言獻策

宣傳推廣

歡迎訂閱免費電子報「SGRA快報」
每週四定期發行電子報「SGRA快報」，彙整SGRA論壇相關

資訊、來自世界各地的SGRA成員的散文隨筆等，以電子郵

件方式傳送至訂閱者登記之電子郵件信箱。任何人都免費能

訂閱。希望訂閱者，煩請於SGRA官方網站進行註冊，系統

將全自動為您完成登錄手續。

http://www.aisf.or.jp/mailmaga/entry/mailing_form/

創立宗旨 

　　由於近幾年交通、通信設備的發達，日本赴海外旅遊的人口也急遽成長，全球動態瞬

間傳遞至世界各個角落，無遠弗屆。生活在國際化時代的現代人，已然不能只專注於國家

單位，必須以身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身分來面對外界事物。現已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亦經常

被國際社會點名，期許日本應當更積極地推進國際性事務，對世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的創立亦是為實現鹿島建設名譽會長渥美健夫先生（1993 年逝世）

之遺志，順應時代趨勢所需，冀望對推進日本之國際化略盡棉薄之力。本財團對遠從海外

諸國赴我國研究所深造的優秀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支援。希望協助旅日的優秀留學生在

成就學問之外，能接觸日本的豐富文化，體驗日本社會生活以獲得更大的收穫。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將繼承渥美健夫先生對促進國際交流之堅定信念，力圖發展並積極拓展各項事業活動。

希望透過我們的支援，讓青年們知曉更廣闊的世界；讓人們心中萌生親善的幼苗，積極參與增進國際理解的交

流活動，攜手邁向迎接世界和平的康莊大道。�  (1994 年 4 月 1 日創立 )

渥美健夫先生遺影

渥美財團的公益事業有兩大主軸

──獎學事業與國際交流事業（SGRA）。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國際交流事業
關口國際研究會 (SGRA)

獎學事業
渥美獎學金

渥美財團的兩大公益事業

ＳＧＲＡ的特徵

關口國際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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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贊助捐款
捐贈公益目的活動專款

渥美獎學金挹注於公益目的活動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於基本財產之

營運收益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受到長年的低利率與經濟景氣

低迷之影響，資金來源日益短缺，藉此呼籲各界慷慨解囊，惠賜活動

贊助金。

◉捐款（不限股數）
法人: 一股30萬日元
個人: 一股10萬日元

捐贈國際交流活動（ＳＧＲＡ）專款
SGRA 是以渥美財團的基本財產運用收益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

各機關團體挹注各項計畫之補助金、以及其他收入作為營運資金。由

營運委員會、計畫團隊、編輯團隊共同推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承蒙

各單位的協助，SGRA 的國際交流活動逐步穩健成長。為使今後也能

繼續充實活動內容，擴展活動網絡，懇請諸位鼎力援助，惠賜贊助金。

◉捐款（不限股數）
法人: 一股5萬日元
個人: 一股1萬日元

 接受捐款專用帳戶
三井住友銀行　目白支店　普通帳戶號碼：6499525

帳戶名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郵局　帳戶號碼：00170-5-392039

帳戶名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關於捐款的免稅規定 
來自諸位的贊助捐款，將做為公益財團法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的獎學

事業及國際交流事業（SGRA）的指定專款。本財團因取得「公益財

團法人」之認定，捐贈者享有稅賦制度公定之優待措施，其捐贈本財

團之款項可列入所得稅、法人稅之免課稅對象。另外，個人所得稅部

分，本財團也取得適用「稅額特別扣除額」優待措施之法人認定，捐

贈者在提交報稅單時，可以選擇適用「所得特別扣除額」或是「稅額

特別扣除額」。至於個人居民稅申報優待措施，根據捐贈者所居住的

都道府縣、市鎮村等各自治機關的特殊條例規定，亦有可能被列為適

用個人居民稅捐款特別扣除額之免課稅對象。（東京都已將此捐款列

入適用個人居民稅免課稅優待對象）

諮詢服務窗口
〒112-0014 日本國東京都文京區關口 3-5-8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tel: 03-3943-7612 
fax:	03-3943-1512
e-mail: office@aisf.or.jp
homepage （渥美財團）：http//www.aisf.or.jp
homepage （SGRA）：http//www.aisf.or.jp/sgra/

渥美獎學金概要
■　報名資格（應符合下列全部資格）

1.	 	擁有日本以外之國籍，具有日本研究所博士（後期）

班正式學籍，且預計於本財團的獎學金支付期間終

止時取得博士學位者。含超過正規在學年限，或為

取得他國研究所博士學位而以研究員等身分設籍於

日本的研究所者。

2.	 	所屬之研究所研究科系（研究室）及本身居住地皆

在關東地區（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
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者。

3.	 	日語能力佳以及口語表達流利者。（僅受理日文申請

書面資料、舉辦日語甄選面試）

4.	 	關心國際理解與和平親善議題，有積極參加本財團

各項交流活動之意願者。

■　獎學金內容

獎學金每人每月 20 萬日元。獎學金支付期間為 1 年。

不得延長。

■　申請方式

有意願申請獎學金者，於 7 月 1 日之後，向各大學研究

所負責留學生獎學金業務處室或本財團事務局，索取報

名簡章及申請書。開放索取報名簡章及申請書當日，亦

可透過本財團官方網站下載相關申請文件檔案。每年九

月開始正式受理申請。

■　甄選方式

由事務局進行書面資料與面試的預備審查後，再送交甄

審委員會進行書審與面試甄選。

關於渥美獎學金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旨在提供諸位獎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機會，能與不同領域人才談論自己學術專業

外的國際社會議題。每月獎學金堅持採取面對面交付方式發放，希望一邊維持緊密交流，一邊進行實質

的獎學支援。更樂於期盼所有獎學生在獎學金支援期間結束後，能繼續保持聯繫，主動積極加入建構全

球規模交流網絡之列。渥美財團的網絡，縱使力量單薄，資源有限，也冀望對世界的和平發展有所貢獻。

為此，格外歡迎有可能為人類與社會或與自然「和諧發展」帶來重大貢獻之研究。

生活支援與同學會活動（RACCOON會）
每月定期舉辦例會或實施個人訪談，召集獎學生出席報告學業與生活近況後，領

取當月份獎學金。此外，每年不定期舉辦聚會，邀請所有獎學生（包括歷屆獎學

生ＯＢ、ＯＧ）以及財團理監事、評議員和甄審委員共聚一堂；每年夏季舉辦家

族小旅遊活動，增進交流，凝聚情誼。年度末舉辦研究報告大會，安排當年度獎

學生發表研究成果。

渥美獎學生的同學會，源起於渥美健夫先生所繪之狸貓，命名為 RACCOON 會。

RACCOON 會除日本以外，不定期於臺北、首爾、北京等地舉辦，延續至今。

獎學事業

散文隨筆集
渥美財團舉辦 5 週年、10 週年、15 週年紀念活動之際，特別

彙整並出版了 SGRA 成員散文隨筆集。有意購買者，請洽渥美

財團事務局。

展望亞洲的未來──我的提案
（亞洲未來會議優秀論文集）

SGRA 每兩年一次在亞洲主要城市舉辦的「亞洲未來會議」正

式官方會後論文集。刊登獲評選為亞洲未來會議優秀獎的論文。

除免費寄送 SGRA 成員之外，同時捐贈日本各大學國際中心、

區域重點圖書館、海外的大學與日本研究中心機構等處收藏。

另外，還可透過網路書店或書籍販售網站訂購。

アジアの
未来へ
—私の提案

Toward Asia’s Future: My Proposal
Best Papers of The First Asia Future Conference

第１回
アジア未来会議
優秀論文集

	 今西淳子【編】
   Imanishi Junko

渥美国際交流財団

1 案

TOWARD 
THE FUTURE 

OF ASIA: 

第2回
アジア未来会議
優秀論文集

Best Papers of The 2nd Asia Future Conference

	 今西淳子【編】
  edited by Imanishi Junko

アジアの未来へ
—私の提案 Vol.2

MY PROPOSAL

公益財団法人
渥美国際交流財団

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tsumi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ol.3

Vol.3

TOW
ARD THE FUTURE OF ASIA: M

Y PROPOSAL

アジア未来会議（AFC）とは
アジア未来会議（Asia Future Conference）は公益財
団法人・渥美国際交流財団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が
主催し、日本で学んだ人や日本に関心のある人が集
い、アジアの未来について語る＜場＞を提供してい
ます。2013 年３月の第１回（世界の中のアジア：地
域協力の可能性、於バンコク）、14 年８月の第２回（多
様性と調和、於バリ島）に続いて、第３回は 16 年９
月に北九州市で「環境と共生」のテーマのもとに開
催されました。本書には、この会議に向けて投稿さ
れた多数の論文の中から厳正な審査によって選ばれ
た優秀論文 20 本を収録しました。 

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SGRA）とは
SGRA は、世界各国から渡日し長い留学生活を経て
日本の大学院から博士号を取得した知日派外国人研究
者が中心となって、個人や組織がグローバル化に立ち
向かうための方針や戦略をたてる時に役立つような研
究、問題解決の提言を行い、その成果をフォーラム、
レポート、ホームページ等の方法で、広く社会に発信し
ています。研究テーマごとに、多分野、多国籍の研究者
が研究チームを編成し、広範な知恵とネットワークと結
集して、多面的なデータから分析・考察して研究を行い
ます。SGRA は、ある一定の専門家ではなく、広く社会
全般を対象に、幅広い研究領域を包括した国際的かつ学
際的な活動を狙いとしています。良き地球市民の実現に
貢献することが SGRA の基本的な目標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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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tsumi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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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ed by Imanishi Ju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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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ＲＡ報告書
SGRA 論壇的演講暨會議紀錄與 SGRA 成員的投稿論文，以

SGRA 報告書形式發行。紙本的報告書除免費寄送 SGRA 成員

之外，同時捐贈日本各大學國際中心、區域重點圖書館、海外

的大學與日本研究中心機構等處收藏。

另備有 PDF 版，可經由 SGRA 官方網站免費下載。其中，部

分報告書亦同步發行英文、中文、韓文等多國語言翻譯版本。

http://www.aisf.or.jp/sgra/active/report/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以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為目標

關口國際研究會
www.aisf.or.jp/sgra/

◉優惠
　	惠賜捐款者，將獲贈一本

「渥美財團年報」。

◉優惠
　	惠賜捐款之贊助會員，將獲贈

SGRA 報告書、年度報告書；

以及寄送論壇相關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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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繼承亡夫渥美健夫的遺志，眾志齊心將之發揚光大。除了提供

獎學金支援世界各國遠赴我國各大學研究所深造並以取得博士學位為目標的外國籍留

學生之外，集結歷屆渥美獎學生組織擁有日本留學經驗的成員團體─「關口國際研究

會（SGRA）」，致力推展國際交流活動。由歷屆渥美獎學生組成的成員團體以 SGRA

命名，乃希冀擁有豐厚日本留學經驗的外國籍研究者，能從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所在地

─東京都文京區關口町─朝向世界發聲，將信念與訊息傳遞到全球各地。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成立逾二十載，承蒙各界先進賢德的支援與協助，交流網絡已

遍及亞洲各地，並且不斷擴張至全世界各角落。近年更主動承擔重任，多次舉辦「亞

洲未來會議（AFC）」等跨國際與跨研究領域之大規模學術交流活動，日新月異，成長茁壯。在推展這些國際

交流活動中，所有參與成員凝聚共識──期許本財團為「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竭力貢獻。

今後本財團亦將以此共識為目標，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持續投入國際交流事業的運營。

　　衷心懇請各界慷慨解囊，惠賜寶貴支援，贊助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推展各項國際交流公益活動。

理事長 渥美伊都子

理事長的話 國際交流事業

　　SGRA 以長期留學日本並在日本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知日

派外國籍研究人員為中心，展開學術交流事業，推展對世界和平

發展與促進社會和諧有所貢獻的研究。研究成果透過會議、論壇、

報告書、網頁等形式，廣泛公諸於社會，積極朝向世界發聲。活

動據點不僅遍布於日本國內，進而以亞洲為中心，廣設海外據點，

推展國際交流活動。

　　SGRA 不以特定學科領域的專家為對象，而是以整體社會為

對象，從廣泛領域展開跨學科、跨領域與跨國界之研究活動。「為

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竭力貢獻」乃 SGRA 欲達

成之目標。

SGRA簡介

以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為目標

亞洲未來會議

亞洲未來會議提供一個《場域

／平台》，讓擁有日本留學經

歷的研究者、關心日本的青年

研究員與學生齊聚一堂，從跨學科、跨領域與跨國界的視野，透

過共同討論對話，展望亞洲與地球社會的未來。亞洲未來會議自

2012 年度起，每兩年在亞洲的主要城市隆重召開。SGRA 積極

推展亞洲未來會議的目標是：期盼透過此會議，成功建構「知性

網絡」，創設廣布於世界各地的知識共享平台。

與海外研究機構等組織協力推展的 
區域型「共同計畫」

■ 臺日亞洲未來論壇
每年與臺灣的大學系所或研究機構共同舉辦，從融合日本、臺灣

與廣域亞洲的多維觀點，深度觀察與探究臺日共通的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之重要議題。

■ SGRA中國論壇
與中國各地的大學和研究機關共同召開國際論壇，重新檢視與構

築中日雙方多元文化交流史；俯瞰東亞區域之間極具震撼爆發力

之動態交流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日韓日亞洲未來論壇
與南韓（財）未來人力研究院合作，由日韓輪流招待研究者，每

年舉辦論壇。以日本、韓國、及亞洲各國的觀點，以多元視野的

面相檢討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中的諸項課題。

■ 日菲共享型成長研究集會
以 1970 年代日本獲得經濟成長與分配的同時所進行的「共享型

成長」為基本主題，每年舉辦研究集會，探討菲律賓各相關領域

的諸項課題。

SGRA論壇與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以下列八大學術領域延伸出的重要議題為主題，不定期舉辦圓桌

會議與公開論壇等學術交流活動。

■ 國際化與全球公民
日益國際化的全球世界，要求現代人喚醒沉潛內心的「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意識」。SGRA 將致力探究「全球公民意識」的

理念與定位之相關議題。

■ 亞洲未來新構想
亞洲在世紀交替之際，正逐漸邁向興隆與繁榮的時代。我們以古

為鑑，以歷史為借鏡，以全球化觀點重新構想現今亞洲的理想樣貌，

以及探究該如何建構 50 年或 100 年後的亞洲新未來等相關議題。

■ 環境與能源
站在技術與社會雙方面的立場，從多元領域、多維視野、多維面

相來正視問題。結合具有實用效益的技術與嶄新的發想構思，提

出克服能源與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 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
現代科學技術急速蓬勃發展的另一方面，其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

響也日益彰顯。從「文理交融」的觀點，以跨學科視野考察促進

人類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該有之理想樣貌。

■ 東亞地區之人才培育
在國際化、資訊化的時代，隨著亞洲各國陸續推出的人才培育戰

略以及跨越國界的人員流動，帶來了技術轉移、文化摩擦、教育

差距等問題。SGRA 將針對這些課題及其背景進行深度研究。

■ 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與世界和平
進入21世紀以後的東亞，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與信賴，以及建構

和平的框架。我們將針對過去損害相互信賴與理解的因素，及東亞

地區在通往安全保障與和平之路可能面臨的困境等課題進行探討。

■ 宗教與現代社會
在現今社會，宗教扮演的腳色作用已成為萬眾矚目的關注焦點。就

現代社會而言，宗教到底是什麼？宗教發揮了何種重大影響力？為

深度探索這些議題，從全球視野觀點考察宗教與和平的相關問題。

■ 性別意識與社會
從社會制度到個人生活方式，性別意識為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從性別意識的觀點來分析現代社會、歷史、文學、媒體等領域

對象，考察社會結構、權力關係與因性別差異受到「被排除」

現象的成立機制。除了性別意識之外，將討論與人種、國籍、

社會階層、有無殘疾障礙等要素的交互差異，廣泛探究性別意

識與社會相關的重要議題。

SGRA深度學習之旅＆ 
SGRA咖啡沙龍講座活動

SGRA不定期舉辦「SGRA深度學習之旅	in	福島」與「SGRA 咖

啡沙龍講座活動」

支援ＳＧＲＡ成員主持與策劃
研討會專題場次

支援 SGRA 成員在亞洲未來會議（AFC）與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

會國際學術大會（EACJS）主持策劃研討會專題場次。公開招募

有意願主持策劃研討會專題場次的團隊（SGRA 成員），提供經

費贊助，支援通過評選的團隊出席參加前述國際學術會議。

支援活動

JAANUS：提供「日本建築、美術用語」英文線上辭典之技術協助

SGRA 是以渥美財團的事業發展基金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

各機關團體挹注各項計畫之補助金、與其他收入作為營運資金。

由營運委員會、計畫團隊、編輯團隊共同推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

1.  營運委員會負責本會營運相關的重要事項之審議與裁定。

2.  營運委員會選定符合本會宗旨目標之研究領域範疇，組織適

任的計畫團隊，推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

3.  計畫團隊由 SGRA 成員構成，必要時敦聘外部成員加入團隊，

推動各項事業，廣泛對外發布相關活動信息。

4.  因應個別計畫機動性組織的計畫團隊，乃負責執行個別計畫

實際運作的專責團隊。

SGRA全稱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國際研究會」（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從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所在地東京都文京區關口町朝向世界發聲，

關注國際社會重要議題。

ＳＧＲＡ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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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動

建言獻策

宣傳推廣

歡迎訂閱免費電子報「SGRA快報」
每週四定期發行電子報「SGRA快報」，彙整SGRA論壇相關

資訊、來自世界各地的SGRA成員的散文隨筆等，以電子郵

件方式傳送至訂閱者登記之電子郵件信箱。任何人都免費能

訂閱。希望訂閱者，煩請於SGRA官方網站進行註冊，系統

將全自動為您完成登錄手續。

http://www.aisf.or.jp/mailmaga/entry/mailing_form/

創立宗旨 

　　由於近幾年交通、通信設備的發達，日本赴海外旅遊的人口也急遽成長，全球動態瞬

間傳遞至世界各個角落，無遠弗屆。生活在國際化時代的現代人，已然不能只專注於國家

單位，必須以身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身分來面對外界事物。現已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亦經常

被國際社會點名，期許日本應當更積極地推進國際性事務，對世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的創立亦是為實現鹿島建設名譽會長渥美健夫先生（1993 年逝世）

之遺志，順應時代趨勢所需，冀望對推進日本之國際化略盡棉薄之力。本財團對遠從海外

諸國赴我國研究所深造的優秀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支援。希望協助旅日的優秀留學生在

成就學問之外，能接觸日本的豐富文化，體驗日本社會生活以獲得更大的收穫。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將繼承渥美健夫先生對促進國際交流之堅定信念，力圖發展並積極拓展各項事業活動。

希望透過我們的支援，讓青年們知曉更廣闊的世界；讓人們心中萌生親善的幼苗，積極參與增進國際理解的交

流活動，攜手邁向迎接世界和平的康莊大道。�  (1994 年 4 月 1 日創立 )

渥美健夫先生遺影

渥美財團的公益事業有兩大主軸

──獎學事業與國際交流事業（SGRA）。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國際交流事業
關口國際研究會 (SGRA)

獎學事業
渥美獎學金

渥美財團的兩大公益事業

ＳＧＲＡ的特徵

關口國際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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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未來會議（AFC）」等跨國際與跨研究領域之大規模學術交流活動，日新月異，成長茁壯。在推展這些國際

交流活動中，所有參與成員凝聚共識──期許本財團為「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竭力貢獻。

今後本財團亦將以此共識為目標，再接再厲，百尺竿頭，持續投入國際交流事業的運營。

　　衷心懇請各界慷慨解囊，惠賜寶貴支援，贊助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推展各項國際交流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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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外國籍研究人員為中心，展開學術交流事業，推展對世界和平

發展與促進社會和諧有所貢獻的研究。研究成果透過會議、論壇、

報告書、網頁等形式，廣泛公諸於社會，積極朝向世界發聲。活

動據點不僅遍布於日本國內，進而以亞洲為中心，廣設海外據點，

推展國際交流活動。

　　SGRA 不以特定學科領域的專家為對象，而是以整體社會為

對象，從廣泛領域展開跨學科、跨領域與跨國界之研究活動。「為

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竭力貢獻」乃 SGRA 欲達

成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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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技術與社會雙方面的立場，從多元領域、多維視野、多維面

相來正視問題。結合具有實用效益的技術與嶄新的發想構思，提

出克服能源與環境問題的解決方案。

■ 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
現代科學技術急速蓬勃發展的另一方面，其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

響也日益彰顯。從「文理交融」的觀點，以跨學科視野考察促進

人類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該有之理想樣貌。

■ 東亞地區之人才培育
在國際化、資訊化的時代，隨著亞洲各國陸續推出的人才培育戰

略以及跨越國界的人員流動，帶來了技術轉移、文化摩擦、教育

差距等問題。SGRA 將針對這些課題及其背景進行深度研究。

■ 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與世界和平
進入21世紀以後的東亞，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與信賴，以及建構

和平的框架。我們將針對過去損害相互信賴與理解的因素，及東亞

地區在通往安全保障與和平之路可能面臨的困境等課題進行探討。

■ 宗教與現代社會
在現今社會，宗教扮演的腳色作用已成為萬眾矚目的關注焦點。就

現代社會而言，宗教到底是什麼？宗教發揮了何種重大影響力？為

深度探索這些議題，從全球視野觀點考察宗教與和平的相關問題。

■ 性別意識與社會
從社會制度到個人生活方式，性別意識為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從性別意識的觀點來分析現代社會、歷史、文學、媒體等領域

對象，考察社會結構、權力關係與因性別差異受到「被排除」

現象的成立機制。除了性別意識之外，將討論與人種、國籍、

社會階層、有無殘疾障礙等要素的交互差異，廣泛探究性別意

識與社會相關的重要議題。

SGRA深度學習之旅＆ 
SGRA咖啡沙龍講座活動

SGRA不定期舉辦「SGRA深度學習之旅	in	福島」與「SGRA 咖

啡沙龍講座活動」

支援ＳＧＲＡ成員主持與策劃
研討會專題場次

支援 SGRA 成員在亞洲未來會議（AFC）與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

會國際學術大會（EACJS）主持策劃研討會專題場次。公開招募

有意願主持策劃研討會專題場次的團隊（SGRA 成員），提供經

費贊助，支援通過評選的團隊出席參加前述國際學術會議。

支援活動

JAANUS：提供「日本建築、美術用語」英文線上辭典之技術協助

SGRA 是以渥美財團的事業發展基金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

各機關團體挹注各項計畫之補助金、與其他收入作為營運資金。

由營運委員會、計畫團隊、編輯團隊共同推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

1.  營運委員會負責本會營運相關的重要事項之審議與裁定。

2.  營運委員會選定符合本會宗旨目標之研究領域範疇，組織適

任的計畫團隊，推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

3.  計畫團隊由 SGRA 成員構成，必要時敦聘外部成員加入團隊，

推動各項事業，廣泛對外發布相關活動信息。

4.  因應個別計畫機動性組織的計畫團隊，乃負責執行個別計畫

實際運作的專責團隊。

SGRA全稱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關口國際研究會」（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從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所在地東京都文京區關口町朝向世界發聲，

關注國際社會重要議題。

ＳＧＲＡ的概要

多元領域研究
經濟・經營・技術・歷史 
工學・環境・政治・教育 
藝術・文化・心理・醫學

專業研究學者
理論・數據體系

創新・新知識經驗・
參與意願

RACCOON
（貍貓）會

多國籍集合體
全球化的觀點
國際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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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活動

建言獻策

宣傳推廣

歡迎訂閱免費電子報「SGRA快報」
每週四定期發行電子報「SGRA快報」，彙整SGRA論壇相關

資訊、來自世界各地的SGRA成員的散文隨筆等，以電子郵

件方式傳送至訂閱者登記之電子郵件信箱。任何人都免費能

訂閱。希望訂閱者，煩請於SGRA官方網站進行註冊，系統

將全自動為您完成登錄手續。

http://www.aisf.or.jp/mailmaga/entry/mailing_form/

創立宗旨 

　　由於近幾年交通、通信設備的發達，日本赴海外旅遊的人口也急遽成長，全球動態瞬

間傳遞至世界各個角落，無遠弗屆。生活在國際化時代的現代人，已然不能只專注於國家

單位，必須以身為國際社會一員的身分來面對外界事物。現已成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亦經常

被國際社會點名，期許日本應當更積極地推進國際性事務，對世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的創立亦是為實現鹿島建設名譽會長渥美健夫先生（1993 年逝世）

之遺志，順應時代趨勢所需，冀望對推進日本之國際化略盡棉薄之力。本財團對遠從海外

諸國赴我國研究所深造的優秀留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支援。希望協助旅日的優秀留學生在

成就學問之外，能接觸日本的豐富文化，體驗日本社會生活以獲得更大的收穫。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將繼承渥美健夫先生對促進國際交流之堅定信念，力圖發展並積極拓展各項事業活動。

希望透過我們的支援，讓青年們知曉更廣闊的世界；讓人們心中萌生親善的幼苗，積極參與增進國際理解的交

流活動，攜手邁向迎接世界和平的康莊大道。�  (1994 年 4 月 1 日創立 )

渥美健夫先生遺影

渥美財團的公益事業有兩大主軸

──獎學事業與國際交流事業（SGRA）。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國際交流事業
關口國際研究會 (SGRA)

獎學事業
渥美獎學金

渥美財團的兩大公益事業

ＳＧＲＡ的特徵

關口國際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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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贊助捐款
捐贈公益目的活動專款

渥美獎學金挹注於公益目的活動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於基本財產之

營運收益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受到長年的低利率與經濟景氣

低迷之影響，資金來源日益短缺，藉此呼籲各界慷慨解囊，惠賜活動

贊助金。

◉捐款（不限股數）
法人: 一股30萬日元
個人: 一股10萬日元

捐贈國際交流活動（ＳＧＲＡ）專款
SGRA 是以渥美財團的基本財產運用收益與法人・個人的贊助捐贈金、

各機關團體挹注各項計畫之補助金、以及其他收入作為營運資金。由

營運委員會、計畫團隊、編輯團隊共同推展各項公益事業活動。承蒙

各單位的協助，SGRA 的國際交流活動逐步穩健成長。為使今後也能

繼續充實活動內容，擴展活動網絡，懇請諸位鼎力援助，惠賜贊助金。

◉捐款（不限股數）
法人: 一股5萬日元
個人: 一股1萬日元

 接受捐款專用帳戶
三井住友銀行　目白支店　普通帳戶號碼：6499525

帳戶名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郵局　帳戶號碼：00170-5-392039

帳戶名稱：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關於捐款的免稅規定 
來自諸位的贊助捐款，將做為公益財團法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的獎學

事業及國際交流事業（SGRA）的指定專款。本財團因取得「公益財

團法人」之認定，捐贈者享有稅賦制度公定之優待措施，其捐贈本財

團之款項可列入所得稅、法人稅之免課稅對象。另外，個人所得稅部

分，本財團也取得適用「稅額特別扣除額」優待措施之法人認定，捐

贈者在提交報稅單時，可以選擇適用「所得特別扣除額」或是「稅額

特別扣除額」。至於個人居民稅申報優待措施，根據捐贈者所居住的

都道府縣、市鎮村等各自治機關的特殊條例規定，亦有可能被列為適

用個人居民稅捐款特別扣除額之免課稅對象。（東京都已將此捐款列

入適用個人居民稅免課稅優待對象）

諮詢服務窗口
〒112-0014 日本國東京都文京區關口 3-5-8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tel: 03-3943-7612 
fax:	03-3943-1512
e-mail: office@aisf.or.jp
homepage （渥美財團）：http//www.aisf.or.jp
homepage （SGRA）：http//www.aisf.or.jp/sgra/

渥美獎學金概要
■　報名資格（應符合下列全部資格）

1.	 	擁有日本以外之國籍，具有日本研究所博士（後期）

班正式學籍，且預計於本財團的獎學金支付期間終

止時取得博士學位者。含超過正規在學年限，或為

取得他國研究所博士學位而以研究員等身分設籍於

日本的研究所者。

2.	 	所屬之研究所研究科系（研究室）及本身居住地皆

在關東地區（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
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者。

3.	 	日語能力佳以及口語表達流利者。（僅受理日文申請

書面資料、舉辦日語甄選面試）

4.	 	關心國際理解與和平親善議題，有積極參加本財團

各項交流活動之意願者。

■　獎學金內容

獎學金每人每月 20 萬日元。獎學金支付期間為 1 年。

不得延長。

■　申請方式

有意願申請獎學金者，於 7 月 1 日之後，向各大學研究

所負責留學生獎學金業務處室或本財團事務局，索取報

名簡章及申請書。開放索取報名簡章及申請書當日，亦

可透過本財團官方網站下載相關申請文件檔案。每年九

月開始正式受理申請。

■　甄選方式

由事務局進行書面資料與面試的預備審查後，再送交甄

審委員會進行書審與面試甄選。

關於渥美獎學金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旨在提供諸位獎學生更多元更豐富的機會，能與不同領域人才談論自己學術專業

外的國際社會議題。每月獎學金堅持採取面對面交付方式發放，希望一邊維持緊密交流，一邊進行實質

的獎學支援。更樂於期盼所有獎學生在獎學金支援期間結束後，能繼續保持聯繫，主動積極加入建構全

球規模交流網絡之列。渥美財團的網絡，縱使力量單薄，資源有限，也冀望對世界的和平發展有所貢獻。

為此，格外歡迎有可能為人類與社會或與自然「和諧發展」帶來重大貢獻之研究。

生活支援與同學會活動（RACCOON會）
每月定期舉辦例會或實施個人訪談，召集獎學生出席報告學業與生活近況後，領

取當月份獎學金。此外，每年不定期舉辦聚會，邀請所有獎學生（包括歷屆獎學

生ＯＢ、ＯＧ）以及財團理監事、評議員和甄審委員共聚一堂；每年夏季舉辦家

族小旅遊活動，增進交流，凝聚情誼。年度末舉辦研究報告大會，安排當年度獎

學生發表研究成果。

渥美獎學生的同學會，源起於渥美健夫先生所繪之狸貓，命名為 RACCOON 會。

RACCOON 會除日本以外，不定期於臺北、首爾、北京等地舉辦，延續至今。

獎學事業

散文隨筆集
渥美財團舉辦 5 週年、10 週年、15 週年紀念活動之際，特別

彙整並出版了 SGRA 成員散文隨筆集。有意購買者，請洽渥美

財團事務局。

展望亞洲的未來──我的提案
（亞洲未來會議優秀論文集）

SGRA 每兩年一次在亞洲主要城市舉辦的「亞洲未來會議」正

式官方會後論文集。刊登獲評選為亞洲未來會議優秀獎的論文。

除免費寄送 SGRA 成員之外，同時捐贈日本各大學國際中心、

區域重點圖書館、海外的大學與日本研究中心機構等處收藏。

另外，還可透過網路書店或書籍販售網站訂購。

アジアの
未来へ
—私の提案

Toward Asia’s Future: My Proposal
Best Papers of The First Asia Future Conference

第１回
アジア未来会議
優秀論文集

	 今西淳子【編】
   Imanishi Junko

渥美国際交流財団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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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回
アジア未来会議
優秀論文集

Best Papers of The 2nd Asia Future Conference

	 今西淳子【編】
  edited by Imanishi Junko

アジアの未来へ
—私の提案 Vol.2

MY PROPOSAL

公益財団法人
渥美国際交流財団

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tsumi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Vol.3

Vol.3

TOW
ARD THE FUTURE OF ASIA: M

Y PROPOSAL

アジア未来会議（AFC）とは
アジア未来会議（Asia Future Conference）は公益財
団法人・渥美国際交流財団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が
主催し、日本で学んだ人や日本に関心のある人が集
い、アジアの未来について語る＜場＞を提供してい
ます。2013 年３月の第１回（世界の中のアジア：地
域協力の可能性、於バンコク）、14 年８月の第２回（多
様性と調和、於バリ島）に続いて、第３回は 16 年９
月に北九州市で「環境と共生」のテーマのもとに開
催されました。本書には、この会議に向けて投稿さ
れた多数の論文の中から厳正な審査によって選ばれ
た優秀論文 20 本を収録しました。 

関口グローバル研究会（SGRA）とは
SGRA は、世界各国から渡日し長い留学生活を経て
日本の大学院から博士号を取得した知日派外国人研究
者が中心となって、個人や組織がグローバル化に立ち
向かうための方針や戦略をたてる時に役立つような研
究、問題解決の提言を行い、その成果をフォーラム、
レポート、ホームページ等の方法で、広く社会に発信し
ています。研究テーマごとに、多分野、多国籍の研究者
が研究チームを編成し、広範な知恵とネットワークと結
集して、多面的なデータから分析・考察して研究を行い
ます。SGRA は、ある一定の専門家ではなく、広く社会
全般を対象に、幅広い研究領域を包括した国際的かつ学
際的な活動を狙いとしています。良き地球市民の実現に
貢献することが SGRA の基本的な目標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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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umi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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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ＧＲＡ報告書
SGRA 論壇的演講暨會議紀錄與 SGRA 成員的投稿論文，以

SGRA 報告書形式發行。紙本的報告書除免費寄送 SGRA 成員

之外，同時捐贈日本各大學國際中心、區域重點圖書館、海外

的大學與日本研究中心機構等處收藏。

另備有 PDF 版，可經由 SGRA 官方網站免費下載。其中，部

分報告書亦同步發行英文、中文、韓文等多國語言翻譯版本。

http://www.aisf.or.jp/sgra/active/report/

公益財團法人 
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以培育具有高度國際素養的良善全球公民為目標

關口國際研究會
www.aisf.or.jp/sgra/

◉優惠
　	惠賜捐款者，將獲贈一本

「渥美財團年報」。

◉優惠
　	惠賜捐款之贊助會員，將獲贈

SGRA 報告書、年度報告書；

以及寄送論壇相關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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