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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日本與亞太區域發展

(Eng.) The Development of Asia-Pacific Region and Japan

開課系所班級
(dept. & year)

通識教育中心

學分
(credits)

3

規劃教師
(teacher)

國政所蔡東杰

課程類別
(course type)

必修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英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上、下

(中)
探討冷戰後日本與亞太國家間關係的發展，釐清日本在追求「正常國家」
化過程中的亞太角色新定位及其亞太外交戰略，而這樣的改變將如何影響
亞太地區?日本是否能贏得區域內國家的信任與支持，而成為亞太的領導
國家?本課程將著重從區域層次探討冷戰後日本與台灣及其他亞太區域國
家的關係。
課程簡述
(Eng.)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among Japan and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after the Cold War to clarify the role which Japan
played in pursuing a "normal country" of the new position and the Asia-Pacific
diplomatic strategy of Japan. How will these changes affec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an Japan win the country's trust and support in this region and
become the leader in the Asia-Pacific or not?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the
regional level to investigate the post-Cold War relations among Japan, Taiwan
and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力關聯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
1.培養學生對日本之基本認知。

核心能力
course objectives
1. Cultivate student’s basic
knowledge of Japan.

2.訓練自主收集相關資訊並對日
2. Train the ability of collecting
本發展進行分析的能力。
information and analyzing
Japan's development.

core learning
outcomes

配比
總計 100%

人文素養

10%

科學素養

0%

溝通能力

20%

創新能力

20%

國際視野

50%

社會關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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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量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1. 討論/報告
2. 講述的課程內容配合相關多媒體教學

學習評量方式 (evaluation)
1. 期中心得報告 30%
2. 期末考 40%
3. powerpoint 15%
4. 出席率 15%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 / 考試進度、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 / tests schedule)
第 1 週 亞太區域與國家安全的威脅類型；「脫亞論」vs.「興亞論」
第一單元：近代日本亞洲觀
第二單元：冷戰後日本外交思維中有關「霸權穩定」的思辨：「親美派」vs.「亞洲派」
第 2 週 亞太區域劃分與國際安全情勢 1
第三單元：日印關係：自由與繁榮之弧中，無可或缺的環節
第 3 週 亞太區域劃分與國際安全情勢 2
第四單元：邁向「美麗國家」後的日本與亞太：帝國眼中的「他者」
第 4 週 亞太區域劃分與國際安全情勢 3
第 5 週 國際重要組織介紹
第五單元：日本與東協國家關係：戰略夥伴關係的深化與擴大
第 6 週 日本亞太戰略對亞洲軍事情勢的影響
第六單元：邁向「正常國家」的日本與崛起中的中國
第七單元：日韓關係：歷史問題的超越
第八單元：朝核危機中的日本：日朝對話 vs.六方會談
第 7 週 東北亞情勢
第 8 週 東南亞情勢
第 9 週 期中考
第 10 週 日本對亞太地區之經濟考量與目的
第 11 週 日本對亞太地區的經濟戰略與佈局
第 12 週 日本在亞洲的經濟戰略與佈局
第 13 週 地緣位置及在亞太地區扮演之角色
第 14 週 台日關係的歷程
第九單元：台日關係：「七二年體制」的桎梏
第 15 週
第 16 週
第 17 週
第 18 週

台日關係的現狀
台日關係的契機
我國當前處境與戰略作為
期末考（繳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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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參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理商、說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1. 王勇，
〈以地區合作化解中日結構性矛盾－全球化與東亞的視角〉
，
《戰略與管理》
，第 62 期，
2004 年 1 月，頁 41-48。
2. 李明、何思慎，
〈地緣政治與中共對東北亞之外交戰略〉
，
《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略》
，台北：
中華歐亞基金會，2006 年，頁 67-117。
3. 胡仕勝，
〈從日相訪印看日印關係生溫〉
，
《現代國際關係》
，北京，2005 年第 5 期，頁 38-40。
4. 孫承，〈日本外交的兩難及對其國際地位的影響〉，蔣立峰主編，《21 世紀的日本－政治外交
發展趨勢》
，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0 年，頁 203-208。
5. 秦華孫、王順柱、谷源祥主編，
〈亞洲區域合作的現狀〉
，
《亞洲區域合作路線圖》
，北京：時
事出版社，2006 年，頁 62-114。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列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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