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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內閣對中安全保障政策 

摘 要 

安倍晉三－充滿話題性的政治人物，出身雄厚的政治世家，兩度擔任日本首

相，就任時間洽好都在日中關係惡化之時。本論文從現實主義理論觀點來探討，

安倍首相兩次面對嚴峻的日中關係下，如何因應中國崛起對日本所形成的威脅，

本論文認為，安倍兩次內閣採取的對中安全保障政策截然不同，2006 年安倍第

一次內閣採取「柔軟避險」政策，目的在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增進日

中兩國的政治互信，使日本和中國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2012 年安倍第二次內

閣對中政策大轉變，改採「強硬避險」政策，分為內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方面，

強化日本國內的經濟、軍事、安全保障等實力，並重新建構外交安全保障的決策

體制，以確保政權長久與穩定；外部平衡方面，強化日美同盟的防衛合作，並積

極增進與印度、澳洲等友好國家的合縱連橫，更提出「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拓

展與亞太區域國家的合作，以「平衡」中國崛起對日本形成威脅所做的「避險」

戰略。未來，中國的對日政策，以及日美同盟的走向，將成為影響日本對中國安

全保障政策的關鍵因素。 

關鍵詞：安倍晉三、日本對中政策、日美同盟、避險戰略、印度太平洋 

  

 



Japan’s Security Policy towards China  

under the Abe Cabinee 

Abstract 

  Mr. Shinzo Abe is a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figure and from a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family. He served twice as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t critical junctures that 

Japan-China relations deteriorated. This thesis explores from a realism perspective 

about how Mr. Abe responded to the threat to Japan posed by China’s rise when 

Japan-China relations were grim. This thesis finds out that the two Abe Cabinets 

adopted entirely different measures in their security policy on China. The first Abe 

Cabinet took office in 2006 and adopted a “soft hedging” to establish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with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rategy was also to enhance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making the two nations move forward on a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second 

Abe Cabinet took office in 2012 and greatly changed its foreign policy on China to a 

“hard hedging”,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In internal balance, it focused 

on improving Japan's domestic strengths in economy, military, and security. It also 

re-constructed Japan’s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diplomatic security to ensure a 

long-term and stable regime. In external balance, it aimed at strengthening defense 

cooperation of Japan-US Alliance and actively promoting Japan’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friendly nations like India and Australia. And the 

second Abe Cabinet also proposed its “Diplomacy That Take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Map” to actively improve Japan’s cooperation with 

Asia-Pacific countries. This policy was to balance a hedging strategy adopted for 

responding to the threat to Japan posed by China’s rise. In the future, China’s foreign 

policy on Japan and Japan-US Alliance development will b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Japan’s security policy on China. 

Keyword：Shinzo Abe, Japan’s China Policy , Japan-U.S. Alliance, 

Hedging Strategy, Indo-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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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小泉純一郎任職日本首相共 1980 天，前後一共參拜靖國神社六次，引起中

華人民共和國（下稱：中國）強烈譴責，為日本歷史上唯一在二戰的甲級和乙級

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後，每年皆以首相的身份赴靖國神社參拜者，導致日中關係惡

化，日中雙方領袖以及外交首長會晤停滯，日中關係陷入到政冷經熱。2006 年 9

月 26 日，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晉三，當選日本第九十屆首相，面對日中政冷經

熱的狀況，安倍晉三考量到中國為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鄰國，若是日中關係持續

惡化，將不利於日本「經濟再生」、外交以及安全。因此，為了改善小泉純一郎

帶來日中關係惡化的外交問題，安倍於 2006 年 10 月 8 日首先出訪中國，開啟與

中國改善關係的「破冰之旅」。1
 

 安倍晉三於 2006 年 10 月 8 日訪問中國時，提出與中國建構「戰略互惠關

係（戦略的互恵関係）」，以實現日中兩國走向和平發展關係。日中戰略互惠關係

是以「經濟」作為主軸，其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安全等多個層面，以增進兩國

間在政治與安全保障上的關係。2為回應安倍首相的訪中，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於 2007 年 4 月 11 日，首次赴日參訪，此舉被稱為「融冰之旅」，3也是繼朱鎔

基於 2000 年訪日以來，中國國務院總理的訪日行程，期待與安倍共同建構「戰

略互惠關係」。 

                                                        
1〈安倍訪華 中日關係解凍有望〉，《中國新聞評論網》，2006 年 10 月 10 日，＜http://hk.crntt.co

m/doc/1002/2/5/6/100225623.html?coluid=73&kindid=1974&docid=100225623&mdate=09111236

24＞。 
2 洪瑞平，〈論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經濟含意〉，《日本學刊》，第 4 期，2007 年，頁 54-55。 
3 林賢參，〈安倍晉三內閣對中共安全保障政策〉，2014 年 5 月「中日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學

術研討會」，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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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積極與中國建構日中政治高層對話的同時，採取許多對中交涉等籌碼

的外交安保措施，例如：對內提升自衛隊戰力、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

等；對外則以「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構想，作為日本外交的新基

軸，連同原本的日美同盟、國際協調、重視亞洲鄰近國家的三大支柱外，成為日

本外交第四根支柱，4積極開展與澳洲、印度在政治、經濟、安保戰略上的合作

關係，期望建構從印度洋到太平洋上的海洋通道安全對策。5但是，上任滿一年

的安倍晉三卻突然於 2007 年 9 月以健康問題辭去首相一職，導致安倍一年任期

的對中戰略宣告停擺，成為安倍未完成的事業。 

  沉潛五年後，安倍晉三再度於 2012 年 9 月 26 日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在 2012

年 12 月 16 日帶領自民黨贏得日本眾議院大選，重新奪回自民黨的執政權。安倍

晉三再度就任日本首相時，由於釣魚臺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爭議導致日中

關係比其第一次內閣時期更為險峻。2010 年 9 月 7 日，日本海上保安廳逮捕中

國籍漁船「閩晉漁 5179」號船長事件，演變為日中雙方外交僵局，東海資源共

同開發的磋商中止；6
2012 年 9 月 10 日，首相野田佳彥宣布釣魚臺國有化，引發

中國強烈抗議，中國更發起拒買日貨等大規模的抗議行為，讓日中關係陷入「政

冷經冷」，甚至是「政凍經冷」的現象。因此，如何妥善處理日中關係的僵局，

因應中國崛起所衍生的威脅，為安倍第二次內閣的一大挑戰。 

安倍再次上台後，面臨中國強硬地挑戰日本對釣魚臺的實效支配，導致日中

關係形勢更加嚴峻，安倍將其視為威脅日本的領土、領海、領空主權危機，因此，

將內閣定位為「危機突破內閣」，誓言將強化外交安保措施，以因應日本所面臨

的挑戰。7雖然如此，安倍並未放棄與中國交往政策，而是期望日中雙方可以重

                                                        
4 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當代日本外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16），頁 71-73。 
5 林賢參，〈安倍晉三內閣對中共安全保障政策〉，2014 年 5 月「中日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學

術研討會」，頁 9-11。 
6〈日本無端抗議中國在東海「中間線」開採氣田〉，《環球網》，2015 年 7 月 7 日，＜http://worl

d.huanqiu.com/exclusive/2015-07/6925525.html＞。 
7 安倍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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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回到建構戰略互惠關係的道路。2013 年 9 月 5 日，安倍藉著出席在俄羅斯聖

彼得堡舉辦的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高峰會議，在與習近平短暫交談

的機會時表明：「日中雙方『應重返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來發展兩國關係』」。對

此，習近平則平淡的回應表示：「日方應本著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精神，正確處

理釣魚島、歷史等敏感問題，尋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決問題的辦法」。8此次短暫

交談未能開啟日中改善關係的大門。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國突然宣佈在東海劃設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與日本防空識別區（包括釣魚臺周邊海空在內）重疊，

加深雙方的互不信任。對於中國片面設置航空識別區的作為，日本提出強烈的抗

議，並指出此舉相當危險，要求中國撤回，但中國拒絕，日中關係持續趨向惡化。

9在此情勢下，安倍晉三為回應中國的強硬態度，以及日本內部保守勢力的要求，

於同年 12 月 26 日赴靖國神社參拜的舉動，形同對已陷入緊張狀態的日中關係火

上加油。再加上，中國海警局公務船常態性進入釣魚臺周邊海域巡航執法，與日

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艦相互喊話，要求對方退出該海域的對立情況，升高日中爆發

衝突的風險。時序進入 2014 年後，日中雙方在國際外交場合的對立更形嚴重，

安倍將當時的日中關係，比喻成二戰前的英德關係，中國則在國際媒體上批判安

倍形同哈利波特小說中的伏地魔，雙方在外交的隔空交火，讓季辛吉憂心的表示

二戰的幽靈政在東亞上空徘徊。10有鑒於日中關係日益惡化的不利情形，2014 年

的下半年起，日中開始摸索改善關係，期待重新回到共建「戰略互惠關係」的軌

道上。 

 

                                                                                                                                                               
年 1 月 28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8〈20 國峰會開幕 中日領導人短暫會面〉，《BBC 中文網》，2013 年 9 月 5 日，＜http://www.bbc.

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9/130905_g20_china_japan_meeting＞。 
9 胡聲平，〈東海航空識別區之爭與東亞權力格局的變化〉，《清流月刊》，2014 年。 
10〈中日互指對方伏地魔引媒體網民圍觀〉，《BBC 中文網》，2014 年 1 月 7 日，＜http://www.bb

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1/140107_china_japan_voldem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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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認知，安倍第一次內閣是基於何種考量而意圖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

係的「和中交往」政策？該政策的具體內容為何？即為本論文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意識。其次，安倍晉三於 2012 年底再度成為日本首相後，面對中國以持續增強

的綜合國力為後盾，對外展現出更為獨斷(assertive)的姿態，導致日中關係比 2006

年時期更為險峻。對此，安倍內閣將如何採取措施以改善日中關係，並確保日本

的安全？當中國在經濟上暨軍事上崛起之際，日本既想與中國合作，卻又擔憂中

國軍事擴張可能對日本構成威脅的矛盾心態，以及日中雙方在東海、南海爭議上

僵持不下的現狀，安倍如何因應來自中國的挑戰？此點為本論文寫作的第二個問

題意識。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論文將提出以下假設： 

一、安倍晉三企圖建構戰略性互惠關係的「和中交往」政策 

安倍晉三在組閣前對中國持強硬派的態度，但為何第一次組閣時，立即採取

出訪中國，積極改善與中國關係？由於中國是日本的周邊大國，日本經濟要想復

甦，中國廣大經濟市場是不可或缺的，再加上中國是日本周邊崛起的大國，對日

本國家發展影響重大，所以安倍晉三必須改善日中關係「政冷經熱」的情況。因

此，針對中國在意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安倍雖然沒有公開承諾不會參拜

靖國神社，或許在私下場合與中國形成一種默契，亦即，安倍在首相任內不會赴

靖國神社參拜，藉以換取赴中國訪問、開啟改善日中關係大門的機會。其次，為

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安倍也向中國提出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架構，共同追

求日中兩國共同利益，增進日中兩國的和諧交流，並在政治和安保戰略上建立互

信關係。 

二、安倍晉三摸索與中國共同開發東海資源的途徑，並且期待透過東海資源共享

以培育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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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 1990 年代後半以降，積極地在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東海大陸礁層進行

油氣田探勘工作，並且自 2003 年起陸續在日本單方面認定的日中「專屬經濟海

域」(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中間線附近（偏中方海域內）開設「春曉」

等鑽探平台。由於中方設置的油氣田，距離日本認定的中間線近距離五公里，日

方擔憂由於吸管效應的關係，中方汲取油氣作業可能擴及到日方海域部分，因而，

引發日本的強烈抗議。為解決此一爭議，日本和中國從 2004 年 10 月開始，針對

東海資源共同開發問題，展開局長級的交涉。但是，日中雙方在專屬經濟海域劃

界、釣魚臺主權爭議等問題上各持己見，導致雙方在「共同開發」的區域範圍難

以達成共識。安倍晉三上任後，在 2006 年 10 月 8 日訪問中國進行「破冰之旅」，

除了提出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並針對東海共同資源開發問題，建立協商對話

管道，加快東海問題磋商的進程，探討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希望將東海化

為「和平、合作、友好的海」。11
2007 年 4 月 11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回訪

日本進行「融冰之旅」，針對東海問題與日本達成五項共識，12朝資源共同開發

之方向展開，以期有效解決長久以來日中之間的糾紛。 

三、安倍晉三內閣強硬對抗中國在釣魚臺主權爭議上的挑戰 

釣魚臺主權歸屬問題，也同時牽涉到日中雙方劃設專屬經濟海域劃界的問題，

針對中國持續挑戰日本在釣魚臺主權上的實效支配，安倍晉三內閣如何因應？安

倍晉三第一次政權，藉由與中國溫家寶總理訪問日本時，曾提議設置「海上聯絡

機制」，以避免日中的艦艇和飛機在海上和空中發生偶發性衝突，並且可供日中

雙方防衛部門互相緊急聯絡、加強溝通之用。2008 年 4 月，日中開始進行相關

機制的磋商，至 2012 年 6 月共進行 3 次，並達成基本協定，但 2012 年 9 月日本

將釣魚臺國有化，使得「海上聯絡機制」磋商中斷。13
2014 年 11 月，安倍與習

                                                        
11〈中日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 年 10 月 8 日，＜http://www.mfa.gov.c

n/chn//gxh/zlb/smgg/t275245.htm＞。 
12〈中日發表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國大使館》，2007 年 4 月 11 日，＜http://

www.fmprc.gov.cn/ce/cejp/chn/xnyfgk/t310521.htm＞。 
13 浅井 一男，〈海上事故防止協定 1.(INCSEA) による信頼醸成―過去の事例と日中海空連絡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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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利用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非正式領袖會

議進行會談，再次確認重開聯絡機制的交涉，希望此機制能防止日中在東海爆發

衝突，並從原本「海上聯絡機制」擴大為「海空聯絡機制」。14雖然日中雙方重

啟「海空聯絡機制」的磋商，但日中雙方在東海較勁意味仍然十足，中國大幅度

增加公務船在釣魚臺活動，並強化中國海軍的軍備戰力，宣示中國領土主權，日

中關係呈現一觸即發危險情勢。為了因應中國挑戰，安倍晉三在海上保安廳設立

尖閣警備專屬部隊，以強化日本在周邊海域執法能力，並增加防衛預算，強化自

衛隊的在西南海域的戰略部署。 

四、安倍平衡中國強化在東海軍事活動，所造的權力失衡現象與威脅 

攻勢現實主義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出，為了防範強權

國家在區域內構成的威脅，受威脅國可以採取「權力平衡」措施，包括外部平衡

(External Balancing)與內部平衡(Internal Balancing)。前者指的是受威脅國家之間

可以締結同盟形成合縱連橫進行，以平衡強權國家的威脅；後者指的是受威脅的

國家藉由增加國防預算以及增兵等自助的方式，對強權國家的威脅達成平衡。15

中國為了成為「海洋強國」不斷擴大軍備，增強海、空軍對外投射的力量，對日

本形成強大的威脅，日本為了平衡中國威脅，遂採取內部平衡，以及外部平衡： 

（一） 強化內部平衡措施 

安倍晉三在安全保障方面，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局，以強

化首相官邸處理安全保障與危機的應對機制，並提出「安保三支箭」，分別為《國

家安全保障戰略》、《平成 26 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防衛整備計畫》，

以強化日本自衛隊的戰力，16以及對戰略部署進行改革，從原本北方防衛戰略部

                                                                                                                                                               
カニズムの課題―〉，《レファレンス》，2015 年，3 月号，頁 67-84。 

14 何思慎、楊雯婷、陳舜仁，〈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擇〉，《遠

景基金會》，2016 年，第 17 卷，第 4 期，頁 66-69。 
15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張登及、唐小松、潘崇易、王義桅譯，《大國政治的悲

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社，2012 年），頁 210-211。 
16 林賢參，〈安倍晉三內閣對中共安全保障政策〉，2014 年 5 月「中日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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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重心轉向到西南離島防衛部署，提高自衛隊的軍備預算，因應中國崛起所造

成威脅，加以維護國家利益所做的平衡戰略，並針對釣魚臺主權爭議，給予強硬

回答，絕對不允許他人侵犯國家主權。在經濟方面，提出「安倍三支箭」的經濟

成長戰略，分別是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

目的在重振日本長期萎靡的經濟，增進市場活絡，並增加日本的就業機會，使日

本擺脫長期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以及糾正日圓匯率過高的不正常現象，為日本

經濟實力再創高峰。 

（二）利用美國「轉向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合縱連橫加以擴大外交地平線 

第二次內閣外交政策主要核心在於深化日美同盟，加入由美國主導的「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除提高日本經濟效益以外，

進而與同為 TPP 會員國建構合縱連橫戰略；重新提出於 2006 年所建構與美國、

印度、澳洲的「四方構想」(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由於 2007

年安倍晉三突然辭職下台，因此「四方構想」的建構不了了之，此次安倍再度上

台後，再度提出與美國、澳洲、印度四國同盟的構想，稱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建構從印度到太平洋的海洋通道安全，17以

及俾便輸出高品質基礎設施建設、強化與印度合作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日本

以地緣戰略提出「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地拉攏東南亞國家，提供經濟援助、

技術合作，輔以第一次內閣所提出的「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以民

主主義和依法治國等共通的民主價值觀，強化與周邊國家的聯絡機制，建構多邊

關係，藉以強化日本在國際的地位，以平衡中國崛起對日本威脅的戰略外交。 

 

  

                                                                                                                                                               
術研討會」，頁 15-20。 

17 林賢參，〈日本「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之戰略意涵及其實踐〉，2016 年 12 月「新時代的台

日關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對話研討會」，頁 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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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面對中國崛起，安倍晉三採取務實態度，在第一次組閣時，以某種方式對中

國承諾不會赴靖國神社進行參拜，以換取赴北京訪問，打破小泉純一郎內閣以來

日中領袖與外交首長互不往來的「政冷經熱」狀態，並且安倍在訪問北京時與中

國提出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第二次組閣後，面臨形勢比第一次更為險峻

的日中關係，特別是面對中國在東海、南海的軍事擴張，雖然採取強化日本自衛

隊戰力，以及與美國等同盟友好國家進行合縱連橫強化防衛合作，依然對中國表

示，對話的門始終敞開，期待與中國能夠回到與日本建構戰略互惠關係的路線，

此等對中國的姿態呈現出安倍晉三現實主義(Realism)的面貌。18因此，本論文決

定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探討安倍晉三內閣對中政策。 

現實主義是解釋國際關係的重要理論，主張國家是國際社會主要行為者，無

法由其他國家行為者替代。現實主義從人性天生是利己的角度出發，認為國家是

個人意志的延伸，所以國家的領導者會為了追求國家利益，向外爭權、維權和擴

權，國家在追求利益同時會基於理性行為，設法以最低風險將國家利益最大化。

19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擁有自主獨立且不

受他國干涉的權利。因此，國際體系中沒有一個權威至上的國際政府來解決個別

國家之間由利益所引起的衝突，使得國際社會行為者必須以自助(self-help)的方

式為自己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取得安全。20
 

現實主義對追求權力的國家而言，可以說是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為了永

續國家權利，國家本身除了要增加實力以外，還要與鄰近、區域的國家，甚至是

                                                        
18 Gilbert Rozman, “Realism versus Revisionism in Abe’s Foreign Policy in 2014,” The Asan Forum, 

Vol.3, No.1, 2015, pp.241-254. 
19 洪鐮德，《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論》。（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98-124。 
20 陳牧民、陳宛郁，《圖解國際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4 年），頁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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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國家合縱連橫，形成對自己有利的權力平衡的狀態，以確保本國的利益與

安全。21安倍晉三在面對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崛起的中國，日本的國家利

益與安全保障受到挑戰時，採取既交往合作又防範避險的對中政策，即，日本對

中國採「避險戰略」(Hedging)。22避險為混合性戰略，包含平衡(Balancing)
 23、

交往(Engagement)
 24等戰略的特點，當國家面臨強權國威脅時，採避險戰略可避

免安全保障受到威脅和利益受損，並加以提升自身優勢降低國家風險，與崛起中

的強權國家維持暨對抗又交往合作之關係，讓國家在安全與利益上可能取得雙

贏。 

 

【圖 1-1】安倍內閣對中避險示意圖 

資料來源：Jeffrey W. Hornung, “Japan’s Growing Hard Hedge Against China,” Asian Security, Volume 

10, 2014, pp.99. 

  

                                                        
21 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Th

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 年），頁 37-44。 
22 蔡明彥、張凱銘，〈「避險」戰略下大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美中亞太戰略競合為例〉，《遠景

基金會季刊》，2015，第 16 卷，第 3 期，頁 6-42。 
23 平衡：為制止侵略的戰略，指的是受威脅的國家本身透過外部平衡以及內部平衡的措施，以

平衡對象國的權利與威脅。外部平衡為受威脅國家藉由與他國結盟形成遏止敵對的國家；內

部平衡為受威脅國家藉由增加本國的能力或資源，加以對抗敵對國家。 
24 交往：指透過非強制性的方法改善崛起的強權國改變現狀的意圖，確保崛起的強權國尋求和

平途徑，降低全球發生衝突的危機。強權國在國際社會化過程中，以利益誘之，使其從政治、

經濟，到安全保障等方面，廣泛與世界交流對話，進而完全融入現存之國際秩序與體制。相

關參考：菊池 努，〈東アジア新秩序の展望 リベラリズムの見方〉，《国際問題》，2013，第

623 号，頁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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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麥克‧望月教授(Mike M. Mochizuki)將避險戰略分為四

種類型： 

（一）柔軟避險的合作性交往(Cooperative Engagement with a Soft Hedge)：與崛

起的強權國建立部長級談話，提高雙方軍事政策的透明度，增進國家間信

賴合作；以及促進民間的對話與文化等社會層面的交流，增加國家間了解

等。 

（二）強硬避險的競爭性交往(Competitive Engagement with a Hard Hedge)：與他

國形成同盟，並強化同盟在區域性或全球性軍事合作關係，平衡強權國崛

起造成的挑戰。 

（三）平衡和圍堵(Balancing and Containment)：當國家受到威脅時，鼓勵在崛起

強權國內進行投資的企業，出走到其他國家；以及開發和部署先進的導彈

防禦系統，對崛起強權國構成平衡和圍堵的戰略。 

（四）戰略性適應(Strategic Accommodation)：傾向採取限制自己國家的安全政策，

僅維持能維護自己國家利益，並反對在地區性的軍事性擴張戰略。25
 

因此，本論文認為安倍晉三於 2006 年第一次內閣時對中政策帶有「柔軟避

險」戰略，主要與中國展開和平對話，促進雙方高層談話，並且提出以經濟作為

雙方主軸的日中「戰略互惠關係」，促使日中關係走向緩和發展，但跟中國進行

交往的同時，為了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進行安保戰略部署；2012 年安倍第二

次內閣則帶有「強硬避險」戰略，對中國不論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等都採取強

硬、直接的態度；在軍事方面，提升日本的軍備力，以及與美國新制定的《日美

防衛合作指針》，把日本自衛隊與美國軍隊的軍事合作擴展到全球；26經濟方面

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藉以強化日美同盟，

                                                        
25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0, No4-5, August-October 2007, pp.739-776.  
26 沈明室，〈美日同盟強化與中共南海軍事崛起〉，《戰略安全研析》，第 126 期，2015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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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因應外部威脅。安倍內閣對中避險戰略，是柔軟或強硬，端視當時中國對外

政策，特別是對日政策是採取協調或是獨斷姿態而定。 

貳、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 有兩種方法，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歷

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 

首先，所謂文獻分析法是透過文獻的蒐集、分析以及研究取得所需資料的方

法，並且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出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在方法上是

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在範圍上，不僅分析文獻內容，並且是

分析整個文獻的學術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只是針對文獻內容作敘述性解說，

並且是在推論文獻內容對整個學術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換言之，文獻分析法

幫助研究者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研究的具體方向、適當的研究設計方式及研究

工具的使用方法。因此，本論文有關文獻分析法部分，主要相關研究資料蒐集，

來自國內外學者之書籍、期刊論文、日本官方網站，如外務省提供安倍內閣的外

交青書、防衛白書、各項外交政策以及首相與外務大臣出訪、記者會等相關談話

資料；首相官邸提供安倍晉三的施政方針、所信表明演說、國家政策等官方資料

對文獻非常有幫助；另外，Nippon.com 為外務省日本官方所支持對外發信的網

路平台，提供有關日本政治、經濟等各方面資訊，解釋和分析日本相關國家政策。

依據蒐集整合相關研究資料，判斷資料的參考性及重要性，並針對文獻內容加以

分析日本對中戰略。 

其次，所謂的歷史研究法就是指利用客觀的歷史資料還原歷史事實，並從中

尋得事件之間的因果和關聯性。若忽略事件發生的背景，對於事件的分析就會產

生不客觀的判斷，也可能錯估事件背後真正的意義。而要瞭解事件的背景，就必

須從歷史中去尋找，因此，研究歷史的沿革是有其必要性，否則單從事件表面去

下定義，甚至判斷其未來的走向，皆是不客觀且會導致離譜的錯誤。安倍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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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是在 2006 年，因此，本論文需要先回顧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與中國的互動

往來，再加上，日中東海經濟海域劃界與釣魚臺爭議等延續性議題，本論文經由

相關歷史檢閱，製作「與安倍內閣相關日中大事記」一表，透過資料整理歸納，

分析日中之間一來一往的互動，找出日中之間的因果關係，將有助於瞭解從安倍

晉三第一次內閣到第二次內閣對中國政策走向及未來日中關係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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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蔡錫勳教授在〈安倍政權的東北亞戰略〉一文中，表示安倍晉三第一次內閣

的政策構想與其在 2006 年所出版的《邁向美麗之國》內容大致相同，視為政權

藍圖。指出日中關係惡化最大因素在於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安倍在參拜靖國

神社議題採取模糊的態度；以及安倍在 2006 年的對中政策以政經分離為原則，

認為日中之間的政治問題不應該去影響到經濟，不以經濟當作威脅彼此的工具；

希望藉由赴日的中國留學生，了解日本文化，進而改善日中關係。27
 

關於日中「海空聯絡機制」研究，浅井一男在〈海上事故防止協定(INCSEA)

による信頼醸成―過去の事例と日中海空連絡メカニズムの課題―〉一文中指出，

海空聯絡機制是為了防止日中在東海爆發衝突，或是當事故、衝突爆發時可及時

控制加以防止事態擴大，並增進日中互信關係的合作機制。28何思慎教授的研究

團隊，〈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擇〉一文中對美

日中各組的雙邊關係與三角關係進行分析，日中關係方面明確指出在東海問題、

中國海軍強化、歷史問題等有引爆危機的可能。而安倍提議重新建構「海空聯絡

機制」為安倍政權的緩兵政策，以防止日中雙方在東海地區擦槍走火，日本和中

國雖然正在進行「海空聯絡機制」的磋商，但日中在東海仍互相較勁。29
 

郭育仁教授之〈第二次安保內閣之外交走向〉一文中指出，安倍外交主要是

「先內而外」先以經濟議題贏得選民的支持，再推動國防改革與外交戰略，以及

「先易後難」先將國際環境營造出對日本的條件，再改善中國和韓國等與日關係

較差國家的兩大原則。日本除了進行國防軍事改革、強化日美同盟，以及將安倍

「地球儀外交」，以日本與其他國家在戰略、經濟、領土、能源四個方面進行分

                                                        
27 蔡錫勳，〈安倍政權的東北亞戰略〉，《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1 期，2007 年，頁 19-33。 
28 浅井 一男，〈海上事故防止協定(INCSEA) による信頼醸成―過去の事例と日中海空連絡メカ

ニズムの課題―〉，《レファレンス》，3 月号，2015 年，頁 67-84。 
29 何思慎、楊雯婷、陳舜仁，〈為何日本無法追求樞紐位置：美、中東亞角力的政策選擇〉，《遠

景基金會》，第 17 卷，第 4 期，2016 年，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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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進行外交合縱連橫，降低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威脅；並指出目前在東北亞戰略

外交處於僵局狀態，而後日本和中國將著眼於東南亞外交。30宋鎮照、蔡相偉之

〈日本首相安倍晉參訪問東南亞參國之政經意涵與分析〉表示，安倍內閣積極深

化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戰略外交，意圖平衡中國在東亞區域軍事與經濟崛起所造成

的影響力。31
 

 林賢參教授的〈日本安倍晉三內閣所面臨的內外課題與挑戰〉32、〈安倍晉

三內閣對中共安全保障政策〉33文中指出，安倍第二次內閣面對中國崛起威脅，

建構預防性的「避險」戰略，透過外交合縱連橫、增加國內自身軍力、與他國進

行軍事合作等戰略，以達到「平衡」中國崛起的威脅。安倍「內部平衡」戰略著

重於強化國內政治層面的外交與安保體制，並增加自衛隊與海上保安廳的軍備預

算；「外部平衡」戰略在於強化日美同盟，並以「價值觀外交」連結亞洲民主國

家形成同盟；文中提出日本和中國之間「釣魚臺」的爭端，2012 年野田首相提

出釣魚臺國有化政策，導致日中外交關係陷入自 1972 年建交以來最為緊張的狀

態，若日中持續在釣魚臺的議題互不相讓，釣魚臺爭議將引發日中之間的軍備競

賽，雙方陷入「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東亞區域發展將會受到影響。 

 日中在東海、南海外交角力相關文獻研究，林賢參教授的〈日本「亞洲民主

安全之鑽」構想之戰略意涵及其實踐〉34、〈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臺爭議－

「安全困境」的觀點〉35、何思慎教授的〈日本在東亞的合縱連橫與日「中」關

                                                        
30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頁 45-46。 
31 宋鎮照、蔡相偉，〈日本首相安倍晉參訪問東南亞參國之政經意涵與分析〉，《戰略安全研析》，

第 95 期，2013 年 3 月，頁 43-46。 
32 林賢參，〈日本安倍晉三內閣所面臨的內外課題與挑戰〉，《戰略與評估》，第 4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21-41。 
33 林賢參，〈安倍晉三內閣對中共安全保障政策〉，2014 年 5 月「中日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學

術研討會」，頁 1-25。 
34 林賢參，〈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臺爭議－「安全困境」的觀點〉，《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

第 10 期，2013 年，頁 68-72。 
35 林賢參，〈日本「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之戰略意涵及其實踐〉，2016 年 12 月「新時代的台

日關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對話研討會」，頁 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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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36、沈明室教授的〈日美同盟強化與中共南海軍事崛起〉37等文章中，指出

由於中國想要變成「海洋強國」，在東海劃設航空識別區、南海吹沙造陸以及提

高海軍戰備等動作不斷，引發日本擔憂領土主權及海洋自由航行通道受到威脅，

因此，日本提出與美國、澳洲、印度四個民主國家在安全戰略相互合作，建構「亞

洲民主安全之鑽」，並與菲律賓合作，提供技術和防衛裝備，共同強化印度洋到

西太平洋的海洋通道安全，避免東海及南海成為「北京之湖」，因應中國崛起所

衍生東亞區域權力轉移的困境。對於本論文第四章第二次內閣對中「避險」戰略

頗有助益。 

 綜合上述文獻檢閱，使本論文對於安倍晉三內閣對中政策，能從更廣泛的角

度進行研究，不再以單一角度觀察日本對中政策，且現今國際關係互動頻繁且複

雜，在國際環境下必定會有競爭，日本既想與中國合作以復興日本經濟，但又擔

心中國崛起後對外的獨斷行為，因而損及日本在亞太區域的利益。因此，本論文

欲探討安倍晉三內閣對內強化安全保障、對外深化日美同盟，並與亞太區域國家

進行合縱連橫戰略，以平衡中國崛起的威脅。 

  

                                                        
36 何思慎，〈日本在東亞的合縱連橫與日「中」關係〉，《臺北論壇》，2016 年 4 月，＜http://140.

119.184.164/view/280.php＞。 
37 沈明室，〈美日同盟強化與中共南海軍事崛起〉，《戰略安全研析》，第 126 期，2015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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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架構 

 如同前述，本論文將以「避險」的觀點切入，探討安倍內閣的對中安全保障

政策，整體研究架構如下圖。 

 

 

 

 

 

 

 

 

 

 

 

 

 

 

 

 

 

 

 

 

 

 

 

【圖 1-2】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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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架構上，本論文的研究內容由以下各章所構成。除了第一章為緒論外，

第二章為小泉內閣時期的日中關係，闡述小泉首相時期的內政及外交，為安倍內

閣對中安保政策之背景，進行鋪陳。第一節為小泉首相的內政與外交，分析小泉

時期的外交政策，小泉首相藉由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提供人員、物資等援助，

提升日美同盟，以及小泉首相對北韓政策，期望與北韓建立邦交關係；第二節為

日中關係的惡化，分析為何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等問題，會對日

中關係影響，以及在此時期影響日中關係發展的其他因素。最後則是本章的小

結。 

第三章為探討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摸索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第一

節為安倍晉三第一次政權，探討安倍晉三藉由「破冰之旅」重新展開與中國高層

對話，並提出與中國建構「戰略互惠關係」，以及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7

年訪問日本，並具體討論日中戰略互惠關係框架及合作重點，以及討論日中共同

開發東海資源一事，日中逐漸從摩擦轉為合作；第二節為日相福田、麻生政權，

分析兩位首相任期中的對中關係，延續安倍內閣所鋪陳的「戰略」軌道上，積極

改善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日中關係在此時期維持穩定關係；第三節為日本民主黨

政權的日中關係，分析民主黨執政時期，因處理探討釣魚臺主權歸屬爭議，而導

致日中關係建交以來的最低潮。最後則是本章的小結。 

第四章為介紹安倍第二次內閣對中「避險」戰略，第一節為「內部平衡」－

安倍三支箭與強化安保戰略，安倍首相上台後，經濟方面提出「安倍三支箭」，

強化日本的能力與技術；安全保障方面，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

局、提出「安保三支箭」，及強化自衛隊的戰力等，以達到內部平衡的成效；第

二節為「外部平衡」－深化日美同盟與東南亞海洋國家，分析安倍內閣利用美國

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地緣政治的觀點，提出的「俯瞰地球儀外交」企圖與

亞太區域的國家進行合縱連橫，加以擴大日本外交地平線；第三節為內外平衡兼

備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安倍首相提出建構「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目的在防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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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將東海及南海變成「北京之湖」，對印度到太平洋的海洋通道安全構成威脅。

因此，安倍內閣提出與美國、澳洲、印度共同具有民主價值觀的國家建構亞洲民

主安全之鑽，維護從印度洋到太平洋航行自由與安全的戰略外交。最後則是本章

的小結。 

第五章為結論，第一節驗證本文之各項假設，先回顧本論文各章節的研究成

果，再對本論文的兩點研究目的分析研究結果與看法；第二節對後續相關研究發

展做出歸納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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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論文的時間範圍以安倍晉三 2006 年和 2012 年的兩次內閣為主軸，安倍在

2006 年 9 月 26 日安倍當選日本首相，開始進入安倍執政時期，但 2007 年 9 月

17 日安倍以健康因素為由，辭去首相職位，安倍第一次內閣宣告結束；2012 年

12 月 26 日安倍組織第二次內閣，目前第二次內閣仍屬於現在進行式，以及美國

總統更換，美國的亞太政策從原本「再平衡」轉變成「美國優先」政策，進而影

響今後安倍政權對中國採取戰略，因此，將 2016 年設定為本論文的研究截止時

間。日中之間在釣魚臺主權歸屬爭議、西太平洋海洋運輸通道安全以及參拜靖國

神社為日本和中國之間持續性議題，因此，將從 2006 年 9 月安倍第一次內閣持

續關注到 2017 年，以期對日本的戰略外交有較為完整的瞭解。 

二、內容範圍 

本論文以安倍晉三兩次內閣對中安全保障政策為主軸，藉由現實主義的觀點

分析安倍晉三如何因應中國崛起，所做的「避險」戰略。安倍第一次內閣對中採

取和中交往，重新開啟日中高層的對話，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安倍第二次內

閣對中政策較為強硬，對內強化經濟、安保決策機制以及增加國防軍備，對外深

化日美同盟，提出與美國、印度、澳洲建構「亞洲民主安全之鑽」，以及重視與

東協國家交流的戰略外交。安倍內閣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兼具交往與平衡之意

涵，因此，經由相關文獻進行檢視，將可以更加瞭解安倍首相兩次內閣對中安全

保障政策變化的原因，以及安倍內閣將如何改善日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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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限制 

本論文從現實主義的「避險」戰略角度檢視安倍晉三兩次內閣的對中政策，

關注焦點為安倍晉三在安全保障對中國政策，日本和中國雙邊的角力關係為本論

文主要探討問題。安倍內閣對中政策，除了牽涉到日中之間的雙邊關係，並含有

多國間關係，因為戰後日本的安保戰略，建構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且安倍第二次

內閣主要目標在深化日美同盟，以及擴大日本外交地平線，與其他國家建構合縱

連橫，以抗衡中國崛起對日本的影響力，但礙於篇幅有限及確保主題不過於廣泛

而失去焦點，因此，有關國際因素的部分僅會稍微論及，主要焦點仍於日中之間

的角力關係。再加上，本論文因為安倍第二次內閣政權仍屬於現在進行式，將研

究時間設定截止至 2017 年，因此，2017 年以後安倍晉三的對中政策與相關日本

國際局勢將無法加以研究。 

本論文以文獻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參考文獻主要有相關專書、中英日文

各類期刊、學術論文、相關報導，及網路資訊。引用多為二次資料，內容的正確

性及完整性有待深入查證。因為本論文內容涉及到國家戰略，日本和中國官方文

書和外交資料，仍有部分未公開，且關於中國方面的資料蒐集，因許多書籍都帶

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在論述方面，或有偏頗之處，引述參考之時，謹慎分析並予

取捨；另外，現今網際網路的發達，雖然降低蒐集資料的時間，但網路資料除了

相關具有權威性網站新聞報導與官方文件以外，其餘網路資料都需要審慎為之，

因此，本論文試圖將網路相關資料進行整合，尋找相互的關聯性，藉此找出更加

具體並完整可信的事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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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泉首相的日中關係 

2001 年 4 月 26 日小泉純一郎就任首相，擁有高度的民意支持，直到 2006

年 9 月卸任時，在民間人氣不減，長達 1980 天的任期，平均支持率高達 50%。

小泉政權在內政上，積極推動行政構造改革，強化首相的權力；在外交上，藉由

九一一事件，全力支持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反恐戰爭，以此強化日美軍事同

盟，日本自衛隊也首次派遣到海外，進行後勤與重建工作。第一節，闡述挾帶著

強大民意的小泉首相，充分行使首相的權力與掌握人事任用的權力，形成「由上

而下」的政策主導權；在外交上，小泉政權以日美同盟合作為主軸，積極參與聯

合國的維和行動，爭取相關國家的支持，增加「入常」的可能性，提升日本的國

際地位。第二節，探討小泉政權期間日中關係的演變，導致日中首相互不往來，

日中關係逐漸惡化的因素為何。第三節為小結。 

第一節 小泉政權的內政與外交 

自民黨的黨員要先於黨內獲得總裁之地位，才能取得與其他政黨角逐首相的

機會。首先，2001 年自民黨第八十七屆總裁選舉，小泉首相以「全面性結構改

革」、「改變自民黨，改變日本」、「沒有改革就沒有成長」等為政治旗幟，獲得以

民意為導向的地方黨員高票支持，四十七個都道府縣中，成功拿下四十一個都道

府縣的支持，一共獲得 123 票；其次，小泉在自民黨總裁競選中，提出「打倒派

閥」，雖然派閥能夠在選舉上提供人事、資金等方面的援助，但當選後政權會受

到派閥的限制，因此，以無派閥的身分參與總裁選舉；1再者，小泉表示當上首

相後，必定會在每年 8 月 15 日赴靖國神社進行參拜，受到自民黨內保守派黨員

支持。因而，小泉純一郎從不被看好的態勢下，以黑馬之姿從四位候選人中脫穎

而出，成為自民黨總裁，並在首相選舉中帶領自民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小泉純

                                                        
1 吳明上，〈從自民黨總裁選舉制度分析自民黨派閥勢力的形成與消長〉，《政治科學叢論》，第

48 期，2011 年 6 月，頁 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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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郎於2001年4月26日就任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壇中不只被譽為「怪人（変人）」，

也有「一匹狼」的稱呼，擁有高人氣的民眾支持率，成為史上最高民意支持率的

首相。2
 

 

【圖 2-1】小泉內閣的支持率 

資料來源：小泉内閣の支持率（時事世論調査），＜http://fs1.law.keio.ac.jp/~masuyama/pdf/real-k.

pdf#search=%27%E5%B0%8F%E6%B3%89%E7%B4%94%E4%B8%80%E9%83%8E

%E6%94%AF%E6%8C%81%E7%8E%87%27＞。 

小泉純一郎以政治與經濟體制的「行政改革」為政治旗幟，使得日本國民對

小泉政權持有強烈的期待感，原因在於 1990 年代日本經濟狀況嚴重持續惡化，

日本國民期望著政府提出新的政策改變現狀。小泉政權進行道路公團民營化、郵

政民營化等行政改革，目的在縮減日本官僚的權限與權力，以減少金權政治的情

形；並強化首相掌握內閣人事的權力，削弱派閥的重要性，使首相官邸成為日本

政治主要權力的核心。因此，以「改革」為口號的小泉純一郎，在自民黨從只有

三成國民支持率的情況下，小泉獲得七成以上的國民支持。小泉政權對日本行政

進行改革後，可以發現到日本政治的決策模式，不再是以往由官僚、族議員或派

                                                        
2 橋爪 大三郎，王金鳳譯，〈小泉內閣以後的日本與亞洲〉，《二十一世紀評論》，第六十七期，

2001 年 10 月，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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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等主導的「由下而上」決策模式；小泉政權則是以高度的民意支持為後盾，在

內閣與政黨中發揮強大領導力，充分行使首相與總裁的權力，形成「由上而下」

的決策模式。日本停滯的經濟在小泉政權帶領有所提升，民眾的高度支持下，使

得小泉得以維持長期政權，1980 天的政權期間民意支持率平均高達 50%。3
  

小泉政權除了在行政上進行改革，並針對日本國內安全保障問題，建立自主

防衛能力以及提升在世界的軍事地位，從原本仰賴美國的軍事保護的同盟關係，

轉變成為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形成共同維護區域安全秩序的夥伴，使日本

朝著「國家正常化」發展邁進。小泉首相設立「安全與防衛力諮詢委員會」（安

全保障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在 2004 年 10 月小泉首相的參考報告中，提

出「整合式安全保障戰略」（統合的安全保障戦略，Integrated Security Strategy），

此份報告又稱為「荒木報告」（荒木レポート）由主編荒木浩的姓氏來命名。指

出在廿一世紀中日本所在的東亞地區有兩個國家（中國、俄羅斯）擁有核子武器，

以及持續進行核武試驗的北韓，處於受威脅情勢。 

因此，新時代日本自衛隊的軍力需要達成兩個最大目標：首先，以日本國內

防衛力為目標，防衛對日本安全具有「直接性威脅」，將威脅性降到最低；第二，

以改善國際安全保障環境為目標，為了在日本領土以外的日本人、日本企業等，

與他國進行「國際性安全合作」以預防安全危機的提高。4荒木報告發表之後，

日本在同年 12 月公佈了「防衛計畫大綱」及「中期防衛力計畫 2005-2009」，內

容及強調日本強化對「直接性威脅」的防衛，即，為了因應北韓可能發射飛彈，

引發安全疑慮的危機，向美國購買反導彈系統，並參與美國開發與部屬飛彈防禦

系統，在可能遭受攻擊時，可以實施攔截手段；積極參與有關國際和平安全的活

動，強化日本在國際的影響力。小泉政權亦強化在西南海域的軍事部署，在面對

                                                        
3〈小泉首相の支持率、歴代 2 位…朝日新聞が調査〉，《中央日報》，2006 年 8 月 29 日，＜http:

//japanese.joins.com/article/j_article.php?aid=79351＞。 
4〈「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報告書―未来への安全保障・防衛力ビジョン―〉，《安

全保障と防衛力に関する懇談会》，2004 年 10 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mpoboue

i/dai13/13siryo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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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情勢持續上升的東海問題上。另外，在對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層面

上，日本國內逐漸出現停止對中國進行援助的聲浪，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經濟起

飛，日本方面則受到泡沫經濟的影響，經濟走向低迷的狀態，且中國不僅經濟水

平提高，軍事力量更呈現雙位數的走向，應該停止對中國的援助，提供給更加需

要的國家。 

不論是在日本國內還是國際上小泉首相具有高度的知名度，以追求「正常國

家」與「政治大國」的目標作為外交理念，積極推動對聯合國進行改革，爭取相

關國家的支持，使日本從原本是接受國際社會安排的角色，轉變成為國際事務的

決策者之一。日本爭取入常的論點為，日本是在聯合國所有會員當中擔任安理會

非常任理事國次數最多的國家；在對聯合國的出資僅次於美國，位居第二大出資

國；並且日本積極配合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和經濟援助等任務。因此，日本希冀能

夠擔任象徵大國地位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成員，使日本獲得世界各國對日本的

「肯定」，成為世界公認的大國。小泉首相的 1980 天任期內一共積極出訪其他國

家，高達五十一次，共計四十九個國家，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參加六次先進國家

高峰會，以及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DA)等方式。特別在提供 ODA 方面，日本積

極協助開發中國家脫離貧困的生活環境，協助新興國家建立穩定政治及經濟體制，

以期能向上發展，增加日本在國際場合的曝光度，爭取聯合國其他會員國的支持

以外，提升在國際地位。 

小泉首相任期為了強化日本與美國的合作，以及提升在國際的地位，在美國

發生九一一事件後，日本派遣自衛隊支援以美國為主的反恐國際聯合軍，以及參

與伊拉克戰後復興活動等國際貢獻，不但擴大日美安保的功能，更利於擴大日本

對世界的影響力。第一，小泉政權在 2001 年上任之初，美國遭遇到九一一恐怖

襲擊事件，受到阿拉伯世界反美的蓋達恐怖組織劫持民航客機以自殺式攻擊，襲

擊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以及五角大廈，近三千人死亡悲劇震驚世界。在九一一

事件發生隔日招開記者會，強烈譴責恐怖主義攻擊行為是對自由、和平、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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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社會的嚴重挑戰；為了使日美關係更加緊密，表示全力支持美國反恐戰爭，提

供一切必要的協助與合作。5安理會在九一一事件後，通過第《1368》決議譴責

恐攻，而後，日本以安理會決議作為基礎，迅速召開全體閣員參加安全保障會議，

探討國際緊急援助隊的派遣、積極確立相關聯的因應體制、強化國內相關的警備

措施等。6
  

小泉首相在 9 月 25 日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小布希進行高峰會談，確認日

美雙方在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上，因應九一一事件的後續發展進行合作。小泉

政權積極推動《反恐特別措施法》法案，在 2001 年 10 月 29 日，日本參議院審

議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同年 11 月 2 日公布實施，使得日本迅速派遣自衛隊

支援以美國為主，在阿富汗的反恐軍事行動的國際聯合軍參與反恐戰爭的目的有

二：首先、提升日本於國際政治上的地位與影響力，使日本更進一步往「政治大

國」方向邁進。其次，日本在 1990 年代波斯灣戰爭中，受到《日本國憲法第九

條》的規定，不得行使武力以解決國際紛爭，且，日本自衛隊秉持「專守防衛」

的原則，從未派遣出日本國境。雖然日本提供 130億美金的經濟援助，約占波斯

灣戰爭總體五分之一經費，以及提供輸送、物資、醫療等合作，仍被美國譴責日

本對國際貢獻「太少與太慢」(too little, too late)
7、「指出錢不見人」，因美國期望

盟友能夠提供人員以及軍事力，加以支持美國的行動，而非只提供金錢的援助，

波斯灣戰爭為日本外交上相當嚴重的挫敗。8因此，日本希冀能夠藉由在反恐戰

爭提供人員、物資等援助，深化日美同盟，將《日美安保條約》提升到日美軍事

同盟的層面。 

                                                        
5〈米国テロ被害者追悼・お見舞いの会における内閣総理大臣挨拶〉，《首相官邸》，2011 年 9

月 23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923aisatu.html＞。 
6〈米国における同時多発テロ事件〉，《首相官邸》，2011 年 9 月 12 日，＜http://www.kantei.go.j

p/jp/koizumispeech/2001/0912sourikaiken.html＞。 
7 山口 昇，〈平和構築における自衛隊の役割― 政策の変遷とその背景となった論点―〉，《安全

保障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第 11 回，2009 年，頁 63-81。 
8 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當代日本外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16），頁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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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國以伊拉克海珊政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9，會破壞中東的權力平衡為由，在尚未經過

聯合國決議下，對伊拉克發動攻擊。小泉首相在 3 月 20 日，美英聯軍對伊拉克

採軍事行動時，立即表態支持美英盟軍，並召開國家安全會議商討因應伊拉克戰

爭的相關對策；5 月 22 日，安理會通過第《1483》決議，呼籲會員國們配合對

伊拉克戰後的重建；7 月 26 日，小泉首相強勢主導下，《支援伊拉克復興特別法》

正式生效，派遣自衛隊遠赴伊拉克，協助其戰後重建等維安任務的法律。10小泉

首相的做法，在於透過日美同盟架構以擴大日本對國際社會和平維持與建構的貢

獻，擴大自衛隊活動的範圍，增加自衛隊在國際社會的存在感。阿富汗反恐戰爭

的《反恐特別措施法》與伊拉克戰爭的《支援伊拉克復興特別法》兩者有所差別，

雖然都是派遣自衛隊前往支援，前者的任務在於派遣自衛隊赴印度洋對從事國際

反恐戰爭的多國籍部隊實施後勤補給行動為主；而後者則是自衛隊進入伊拉克境

內，協助伊拉克南部穆薩納省薩馬瓦市地區進行重建任務。日本不但提高在國際

的知名度，更與美國的關係加速升溫，在 2005 年 2 月 19 日，美國和日本舉行「2+2

會談」，會後發表的共同文書，表示日美兩國持續以「日美安保體制」為核心，

強化日美合作關係，確保兩國安全，並提高區域與世界和平安全。 

小泉任期中，拜訪過北韓兩次，試圖與北韓建立邦交國關係，因為對於日本

而言，北韓對日本安全是具有威脅性的國家，北韓自 1994 年 6 月退出國際原子

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後，不斷地進行核武開發與

試射飛彈等涉及安全保障的行為，不但影響到朝鮮半島的安全與穩定，也對東北

亞區域安全與和平構成嚴重威脅，且，北韓在 1977 年到 1983 年之間，秘密進行

綁架計畫，一共綁架了十三名日本人；另外，更有北韓武裝間諜船多次入侵日本

                                                        
9 規模毀滅性武器，指武器的能力能夠在非常大的規模下造成破壞甚至死亡，而這些武器所造成

的傷害常常可以持續很久甚至是幾個世紀，根據聯合國裁軍事務廳所條列之大規模武器包括核

子武器、生化武器、化學武器及導彈(Nuclear, Biological, Chemical Weapon ,NBC Weapon)。 
10 〈イラク人道復興支援特別措置法の成立に際しての内閣総理大臣の談話〉，《首相官邸》，2003

年 7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3/07/26danw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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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海，使日本社會出現「北韓恐怖症」(North Korea-Phobia)，源自於日本民眾對

北韓的恐懼感以及厭惡感。11
 

日本從 1991 年開始與北韓進行談判，但是一直膠著於北韓綁架日本人的人

質問題與北韓研發核武器的問題，談判一直不順利。因此，小泉政權時期，積極

與北韓建立雙邊途徑，日本對北韓提供物資與經濟援助以及小泉首相前往北進行

訪問等，以試圖緩和兩國的關係。小泉首相與當時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在 2002

年 9 月 17 日針對日本與北韓兩國關係進行會談，並發表〈日朝平壤宣言〉。〈日

朝平壤宣言〉中，金正日承認綁架日本人民，並對綁架事件表示道歉，保證不會

再犯類似事件。北韓表示被綁架的十三位日本人，僅五位存活下來，在日本政府

的努力下，2002 年 10 月 15 日存活下來的五位日本人到日本，但日本與北韓的

協議中，僅讓五位日本人停留在日本兩週又再度返回北韓。另外，針對安全保障

部分，金正日同意遵守國際核子相關國際協議，並凍結北韓的飛彈試射。小泉首

相的北韓行，獲得高度的讚賞。 

但是，美國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在 2002 年 10 月訪問北韓時，

北韓承認濃縮鈾等核武發展計畫並未凍結，仍持續進行；同年 12 月 12 日重新開

啟寧邊的核子設施；隔(2003)年宣布退出「防止核武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北韓趁著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無

暇顧及東亞區域安全情況時，採用「戰爭邊緣」(Brinkmanship)
 12的政策，以軍

事實力做為威脅手段，迫使美國讓步，得以提高北韓在與美國進行談判時，擁有

平等地位，以獲得更多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北韓突如其來的舉動，造成東亞

區域安保的危機，影響到日本和北韓建立邦交關係。日本面對北韓態度的轉變，

在聯合國的決議上，支持對北韓採取經濟制裁，以期穩定區域的和平。從上述可

                                                        
11 林賢參，〈試論日本摸索防衛戰略轉換之軌跡與方向〉，金榮勇主編，《東亞區域意識下的亞太

戰略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2007），頁 137-170。 
12 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目的不在於發動戰爭，而是利用強勢的壓力迫使對方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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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日本藉著聯合國的決議，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以及爭對北韓核

武問題，除了增加日本在國際曝光率，爭取聯合國的成員支持日本「入常」，更

使日本藉由聯合國的多邊架構下，逐漸突破了《日本國憲法》對日本自衛隊的限

制，朝向「正常國家」的道路邁進。另外，2003 年在中國的發起下，與美國、

日本、俄羅斯、韓國、北韓進行六方會談，一共舉行六次的六方會談，目的在促

使北韓放棄進行核武，使朝鮮半島無核化。但隨著 2009 年北韓退出六方會談，

並宣布重新啟動核武的開發與設施建設，六方會談宣告瓦解。 

小泉首相在 2004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提到日本長期在聯合國的角色

扮演與貢獻，為了實現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的機會，小泉首相除了在聯合國

大會上倡導安理會進行改革，以改革因應二戰情勢所做的憲章，使聯合國憲章能

夠因應時代情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以外，更聯合德國、巴西與印度共組「四國集

團」(Group of Four, G4)，積極爭取改革聯合國。13為此，終於在 2005 年聯合國

六十周年大會時，聯合國提出擴大安全理事會成員的草案，以「四國集團」的草

案為主，常任理事國從原本的五國增額到十一國，新增的常任理事國成員不具有

否決權，可是若能成為常任理事國，對日本而言，是邁向「正常化國家」的重要

指標。但是「入常」案卻遭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反對，從此「入常」案被束之高

閣，再未被提出。中國反對日本入常的原因在於小泉首相每年皆赴靖國神社進行

參拜，引發中國和韓國的抗議，更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在 2005 年中國各

地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抗議，不僅導致日本入常失敗，日中雙方的人民對彼此的

好感度逐漸降低，日中關係陷入惡化的困境。 

  

                                                        
13 李大中，〈日本與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議題、正當性與限制〉，楊永明主編，《新世紀日本體制

的在轉型政治、經濟與安全政策之演變》（臺北：翰蘆有限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4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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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中關係的惡化 

1970 年代中國和蘇聯的關係惡化，為了防範蘇聯入侵中國，並擺脫不穩定

的國際情勢。因而，中國轉向尋求與美國合作，並與日本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建

交，共同對抗蘇聯的威脅。日中建交時，中國對日中之間釣魚臺的歸屬爭議、日

美安保等問題，採取擱置爭議，達成政治上的共識。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被譽

為日本和中國的「蜜月外交」，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緊密交流，日本

並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時期，利用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提供中國資金與技術援助，加強與中國經濟和貿易關係，日中友好關係達

到頂點。隨後卻因中國天安門事件，以及日本經濟泡沫化問題，從原本前程似錦

的狀態，驟降到谷底。反觀中國的經濟一路攀升，且中國軍事預算每年連續成兩

倍數的增長，更出現「中國威脅論」之說。因此，日中關係從原本的緊密交流逐

漸冷卻。 

小泉首相於 2001 年 10 月 8 日，赴中國訪問，期間小泉首相與中國國家主席

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了關於如何緩和日中緊張關係，以及促進日中交

流的會談，並參觀盧溝橋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會談時，中國主席江澤民

指出關於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本教科書修改的問題，期望日本可以停止參拜，與

修改教科書問題，以免傷害中國人民的情感。小泉首相則表示將會好好反省，正

視過去的歷史，盡全力促使雙方邁向友好關係，以達到改善日中關係的局面，並

向建立與美國友好關係一般，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14小泉首相在參觀盧溝橋與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後的談話指出：「日中關係是不僅僅有益於日中兩國的

友好和平，同時也有益於亞洲和平及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雙邊關係」。15此次

拜訪中國，促使日中的緊張關係有所和緩了，更促進日中交流。此外，小泉首相

                                                        
14〈小泉内閣総理大臣の中国訪問（概要と評価）〉，《外務省》，2001 年 10 月 8 日，＜http://www.

mofa.go.jp/mofaj/kaidan/s_koi/china0110/gh.html＞。 
15 小泉純一郎，〈中国人民抗日戦争記念館訪問後の小泉総理の発言〉，《外務省》，2001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china0110/hatsug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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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年 4 月 12 日，中國海南博鰲論壇時，表示到：「有人把中國的經濟發展

當作是威脅，但我並不這樣認為。我相信中國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給日本帶來了

挑戰和機遇。…兩國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整合努力將會發展兩國的經濟關係」16，

使日中關係有更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前景。 

但日中關係卻逐漸惡化，原因在於小泉首相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多次提

及有關修改教科書美化殖民和侵略戰爭的歷史問題，引發中國強力的譴責，中方

認為小泉首相的「言行不一致」，表示日本政府需要好好面對歷史問題，才有可

能和緩日中關係。從引發日中關係緊張的因素來看：首先，在歷史議題上，從

1982 年開始，教科書問題成為影響日中外交的議題之一，日本的教科書採取「一

綱多本」制，由政府提供簡略的「學習指導要領」作為教科書內容的綱要，民間

出版社根據綱要內容編撰出版教科書，編撰完成後交由文部科學省審查，審查通

過後即可以發行。17
 

2001 年 4 月 3 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布下一個學年度，中學生歷史教科書

編撰出版社審核通過的名單，其中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新しい歴史教科

書をつくる会）制訂，扶桑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此書不僅引發中國與韓國強烈

的譴責，亦受到日本國內的譴責與抵制，因將第二次大戰時期的日本「侵略」中

國寫成「進出」中國，未提及「南京大屠殺」的內容，以及將對朝鮮半島的殖民

歷史加以美化與正當化，扭曲了日本青少年對歷史的認知。國內外皆有抗議的聲

浪，要求扶桑社出版進行修改，2005 年修改過後的歷史教科書，其內容雖然有

經過修改，但原有爭議的部分，並無顯著的解決。再加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引發中國國民的仇日情緒，中國各地出現大規模的抗議，使日中之間的政治層面

更加雪上加霜。 

                                                        
16 小泉純一郎，〈小泉純一郎總理在參加博鼇論壇上發表的講話「亞洲的新世紀——挑戰和機

會」〉，《日本國駐華大使館》，2002 年 4 月 12 日，＜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

ken_2001danwa.htm＞。 
17 甘懷真，〈臺灣與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之比較〉，《歷史教育》，第 14 期，2009 年 6 月，頁

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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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小泉純一郎在競選自民黨總裁時，即，表示將會

於每年 8 月 1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戰紀念日，赴靖國神社進行參拜。執政後

受到國內外輿論的影響並未於 8 月 15 日進行參拜，而是提前於 2001 年 8 月 13

日以「首相」身分赴靖國神社進行參拜，參拜完後立即引發中國、韓國等二戰曾

經受到日本迫害過的國家譴責。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國內爭議一直存在，因

為首相和閣僚以公職身分參拜，與憲法第二十條第三項的「政教分離原則」相抵

觸，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一直圍繞著是否違反憲法的問題。 

靖國神社前身為「東京招魂社」，源自於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戊辰戰爭，為了

安撫為了恢復皇權而犧牲奉獻的反幕府武士，使武士靈魂有最終依歸而建立。於

1879 年明治天皇將其更名為靖國神社，有「鎮護國家」之意，供奉在此的「神」

就是把日本建立成一個「和平國家」和「保衛日本」而獻出寶貴身命的人。在日

本對外侵略時期，為了激勵軍人的士氣與戰爭的慾望，以「相會在靖國」做為為

國捐軀的號召口號，為天皇奉獻自己生命的人，死後將能夠「神格化」成為國家

的「軍神」進入靖國神社，並能夠受到天皇的「御拜」或「行幸」。靖國神社為

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對象，以此榮耀向日本國民灌輸效忠天皇的理念，使得國民

對於能夠進入靖國神社者視為莫大榮耀。因此，可以發現靖國神社的存在不只含

有宗教意義，也蘊藏著政治意義。 

日本明治維新（1868 年）以來靖國神社存放二百四十六萬位為國捐軀者的

靈位，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亡靈就存放有二百一十萬位。而二戰後的戰犯合祭是從

1959 年乙級和丙級戰犯先納入到靖國神；但是甲級戰犯的合祭事宜，因受到靖

國神社宮司筑波藤磨反對，直到 1978 年筑波逝世後，由軍人出身的右翼分子松

平永芳繼位，於同年，將甲級戰犯納入神社，而日本昭和天皇於 1975 年 11 月

21 日最後一次參拜後，即宣布停止參拜靖國神社。18在 1978 年將十四位甲級戰

                                                        
18〈靖國神社與戰犯 走向合祭的道路〉，《nippon.com 中文》，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

nippon.com/hk/in-depth/a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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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於納入靖國神社後，時任首相福田赳夫，與之後接任的首相大平正芳和鈴木善

幸，皆有赴靖國神社去參拜，都未受到國外譴責國外的抗議和擔憂聲浪。直到前

首相中曾根康弘於 1985 年 8 月 15 日的四十周年終戰紀念日以「首相」的身分赴

靖國神社參拜，僅在正殿一鞠躬，沒有採用神道「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儀式，並

以公費支付獻花費用。19此次參拜行為引起中國的批評，認為日本傷害中國的情

感，雖然中曾根首相事後有承諾不會再赴靖國神社參拜，暫時平息中國的不滿，

但已經埋下日中關係走向惡化的導火線。 

小泉純一郎首相認為參拜靖國神社不應該會影響到日中國係，參拜靖國神社

是小泉一直持有的主張，在 2001 年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小泉的政見表示：「一定

要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並「出於對戰爭犧牲者的敬意，將準備以首相

身份參拜進行參拜」。並發誓到：「若當上首相，一定每年去參拜靖國神社」。小

泉首相認為：「參拜靖國神社，完全是為了發自內心地向那些為國家犧牲的將士

們表示尊敬和感激」20。2001 年成功地當選首相，原本計畫於 8 月 15 日的終戰

日參拜靖國神社，但出於多方考量，提早於 8 月 13 日參拜，參拜後並發表到： 

隨著停戰紀念日的臨近，國內外關於我參拜靖國神社是非的議論之聲越

來越高。其中不僅有來自國內的反對，國外也出現了要求停止參拜的呼聲。

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我在停戰紀念日對靖國神社參拜的結果與我本意相背，

導致國內外對日本拒絕戰爭、重視和平的基本思想抱有懷疑，那決不是我所

希望的。因此，我真誠地接受國內外的要求，並在此作出我個人的決定：回

避在紀念日當天參拜，另選日期進行參拜。作為一國首相收回已經做出的發

言，令我慚愧之至。但是，不論我是否堅持對於靖國神社的一貫主張，現在

                                                        
19 十四位甲級戰犯分別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

章、松岡洋右、永野修身、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東鄉茂德。 

   相關參考：〈「靖國神社」的基礎知識〉，《nippon.com 中文》，2015 年 7 月 31 日，＜http://www.

nippon.com/hk/features/h00071/?pnum=1＞。 
20〈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言論〉，《人民網》，2001 年 8 月 8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gu

oji/22/82/20010808/5306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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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在國家整體利益的基礎上，全身心地努力以盡到內閣總理大臣的職責，

解決日本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如果情況允許，我將盡快找機會與中國和韓國

的重要領導人真誠會談，就亞洲、太平洋地區未來的和平與發展交換意見，

并向他們闡明我的上述信念。此外，今後的問題是，有必要商討怎樣才能在

尊重國民對靖國神社和千鳥淵戰歿者墓苑所懷感情的同時，使我們對戰死者

的追悼得到國內外的理解。21
 

但在 2002 年 4 月 21 日，小泉首相仍參拜靖國神社，再度引發中國的抗議，

因為中國認為小泉首相言行不一致，並沒有做到好好反省歷史的承諾。但是，同

年 5 月 8 日，在中國爆發了「瀋陽日本總領事館事件」，原因在於，五位脫北者

（從北韓逃離的人）逃到中國瀋陽，進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尋求救助。然而，

在脫北者已經進入到日本總領事館時，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卻侵入總領事館將

人逮捕帶走，因而引發日本對中國的不滿，因為在國際法的規範下，駐外代表機

構享有「制外法權」，不受當地政府的管轄，然而中國武警侵入總領事館的行為

嚴重侵犯了日本的主權。日本譴責中國侵犯其主權，中國則表示有事先徵求日本

領事館的同意，日中雙方各說各話，日中關係受到嚴重的衝擊。中國甚至在 2002

年 9 月 22 日所舉行的「中日關係建交三十週年紀念典禮」，沒有邀請日本首相參

加，使得小泉首相訪中國的計畫被迫中止的同時，中國更取消了中國海軍船艦訪

問日本的行程，以及拒絕了日本邀請參加慶祝海上自衛隊成立五十周年的海上閱

兵活動。 

因此，自 2002 年後日中首腦互相往來的訪問完全停滯，僅在國際海外會議

中有首腦會談。2003 年中國領導人更替，由胡錦濤擔任中國國家主席，在 2003

年 5 月 31 日，胡錦濤在出席俄羅斯聖彼得堡慶典時與小泉舉行會談，胡錦濤指

出2003年為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約的二十五周年，共同發展新世紀的日中關係，

                                                        
21〈日首相在參拜靖國神社后發表的講話（全文）〉，《人民網》，2001 年 8 月 14 日，＜http://www.

people.com.cn/BIG5/guoji/22/82/20010814/534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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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日本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正確認識歷史，以遵守「日中共同聲明、

日中平和友好條約、日中共同宣言」三項文件的原則和精神，以取得日中「雙贏」

的局面，進一步發展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關系。22
 

2003 年 10 月 20 日，日中首腦藉由參與 APEC 時，進行會談，胡錦濤表示：

「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著眼長遠、籌謀大局，共同推動中日睦鄰友好關系

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特別是要慎重處理歷史問題，千萬不要再做傷害戰爭受害國

人民感情的事。」。小泉則表示：「中國的迅速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而是機遇。

要在汲取歷史教訓的基礎上，面向未來，發展兩國關系。日本政府充分認識到日

中關系的重要性，決心大力推進雙方在各個領域的合作，希望雙方進一步加強人

員往來，構筑面向未來的日中睦鄰友好關系。」。23
 

日中關係有趨向和緩發展時，2004 年 1 月 1 日，小泉首相四度參拜靖國神

社，再次點燃中國的怒火，中國副外長王毅表示：「靖國神社中供奉有雙手沾滿

中國和亞洲人民鮮血的甲級戰犯亡靈。小泉首相無視深受侵略之害的中國和亞洲

人民的感情，無視國際共識與良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

國神社，不僅違背了其本人反省侵略戰爭的承諾，也進一步損害了中日友好關係

的政治基礎。」24。 

【表 2-1】1978年後在首相任內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及時間表 

首相名稱 次數 參拜時間 

福田赳夫 4次 
1977年 4月 21日， 

1978年 4月 21日，8月 15日，10月 18日 

大平正芳 3次 
1979年 4月 21日，10月 18日， 

1980年 4月 21日 

                                                        
22〈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クにおける日中首脳会談〉，《外務省》，2003 年 5 月 31 日，＜https://w

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g8_03/china_s_kaidan.html＞。 
23〈APEC 首脳会議における日中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2003 年 10 月 20 日，＜https://

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pec_03/chaina_kaidan.html＞。 
24〈中國強烈譴責日相參拜戰犯〉，《BBC 中文網》，2004 年 1 月 1 日，＜http://news.bbc.co.uk/chi

nese/trad/hi/newsid_3360000/newsid_3360900/3360969.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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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善幸 9次 

1980年 8月 15日，10月 18日，11月 21日， 

1981年 4月 21日，8月 15日，10月 17日， 

1982年 4月 21日，8月 15日，10月 18日 

中曾根康弘 10次 

1983年 4月 21日，8月 15日，10月 18日， 

1984年 1月 5日，4月 21日，8月 15日，10月 18日， 

1985年 1月 21日，4月 22日，8月 15日 

橋本龍太郎 1次 1996年 7月 29日 

小泉純一郎 6次 

2001年 8月 13日， 

2002年 4月 21日， 

2003年 1月 14日， 

2004年 1月 1日， 

2005年 10月 17日， 

2006年 8月 15日 

安倍晉三 1次 2013年 12月 26日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整。相關參考資料：〈「靖國神社」的基礎知識〉，《nippon.com 中文》，2015

年 7 月 31 日，＜http://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071/?pnum=1＞。 

小泉首相在 2001 年參拜靖國神社，雖然備受國內外的輿論譴責與抗議，但

小泉首相絲毫不受到輿論影響，在任期中每年都赴靖國神社參拜，並在 2006 年

首相最後一年，卸任前夕以「首相」身分在 8 月 15 日終戰紀念日赴靖國神社參

拜，繼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1985 年 8 月 15 日參拜後，二十一年以來第一次有首相

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隨後，中國外交部發表了譴責聲明，表示：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又一次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傷害

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破壞了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行

徑表示強烈抗議。…中國是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中國

人民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蒙受了深重災難。正確認識和對待這段歷史，是戰後

中日關係得以恢復和發展的政治基礎，也是兩國共同面向未來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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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首相不斷在歷史問題上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不僅失信於國際社會，也將

失信於日本人民，損害日本的國家形象和利益。25
 

小泉政權時期，日中關係惡化的原因，除了參拜經國神社和教科書的歷史認

知問題以外。就是因為東海資源問題，1969 年 4 月由美國地質學者艾默里

(K.O.Emery)、日本學者新野弘集結日本、韓國、台灣等國家，一共十二位地質

專家學者，一同出版「艾里默報告」(Emery Report)，指出東海大陸架內層蘊藏

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引發東海周邊各國對此區域高度關注。中國自 1970

年代後半以降，積極地在東海大陸礁層進行油氣田探勘與開發工作，最早在 1998

年開始進行「平湖」油氣田的開發生產工作。 

但是中國所開發的「平湖」油氣田，距離日本所主張的「中間線」約有七十

公里遠。因此，當中國在「平湖」進行生產工作時，僅引起日本的注意，並沒有

引起日中雙方的爭議。成功開採平湖油氣田後，中國陸續開發寶雲亭、殘雪、春

曉等油氣井，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中國採取集中規劃，完全由中國自產自

營。然而中國在 1995 年發現「春曉」油氣田群，但是開採「春曉」油氣田群需

要耗費龐大的資金，中國企業無法獨力完成，因而，延遲春曉油氣田的開發工作，

並對外進行招商。 

                                                        
25〈強烈抗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2006

年 8 月 15 日，＜http://www.mfa.gov.cn/chn//gxh/zlb/smgg/t267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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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東海油氣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底圖來自 Stephen Harner, “China's East China Sea Gas Exploration 

Latest Flare-Up In Japan-China Senkaku/Diaoyu Island Dispute,” Forbes, July 08, 2

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3/07/08/chinas-east-china-sea-gas-

exploration-latest-flare-up-in-japan-china-senkakudiaoyu-island-dispute/#4d2f6971b0ca

＞. 

2003 年 8 月 19 日，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英國與荷蘭所

合資的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以及美國的加州聯合石油公司，於北京簽署共同

探勘、開發和銷售東海地區天然氣、石油等能源的相關協議，計畫於 2005 年正

式投入生產春曉油氣群。中國預備開發生產春曉油氣田，引起日本強烈抗議。由

於春曉油氣田距離日本單方面所主張的中間線僅約五公里，日本擔憂會因為中國

大規模開採油氣田，引發「吸管效應」，指出中國開採油氣田時，如同吸管一般

將吸取原本屬於日本的石油，致使東海資源被中國獨佔，使日本的權益受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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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本強烈抗議中國開採春曉油氣田的行為，要求中國停止開採作業，並且要

求中國必須提供東海海域的調查資料，以及開採石油與天然氣的相關數據，但中

國拒絕日本所提出的要求。26中國在 2004 年時，不顧日本反對，強行在東海日

中中間線附近海域進行油氣田開發，日本擔憂東海的石油會因為「吸管效應」，

將影響到日本的權益。因此，日本派遣調查船至東海中間線周圍探勘東海資源，

作為對抗中國開發油氣田的行為，日中之間的爭端逐漸白熱化。為了防止日中緊

張情勢繼續上升，日本和中國從 2004 年 10 月 25 日開始就東海資源開發議題進

行局長級對話，起初日中雙方僅各自表述，皆沒有取得任何共識，但對於日方要

求中國停止在東海探勘以及開發活動，中方因應情勢的發展暫停開採活動。 

 

【圖 2-3】吸管效應示意圖 

資料來源：呂建良，〈東海油氣田爭端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2012 年，第 51 卷，第 2

期，頁 118。 

從 2004 年開始日中雙方進行多次局長級協商，目的在尋求公平解決辦法，

雖然雙方皆認為應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劃界，但是日中各自對於國際

海洋法的認知不同，無法達成一致的共識。中國主張「自然延伸原則」(Principle 

of Natural Prolongation)，東海位於中國大陸東側，東海大陸架是從中國陸地向海

                                                        
26 呂建良，〈東海油氣田爭端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2012 年，第 51 卷，第 2 期，頁

10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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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延伸，並自然中止於沖繩海槽，因此，中國的劃界是根據《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第七十六條第四款(a)項的(2)：「以離大陸坡腳的距離不超過六十海浬的各

定點為準劃定界線。」。27日本則是主張「中間線原則」(Median-line rule)，以兩

百海浬為經濟專屬區的為標準，認為沖繩海槽僅是東海大陸架的「偶然凹陷」

(Incidental Depression)，在劃界上不應具有效力，應依據兩國陸地領土為基礎，

以中間線進行劃界。28日本和中國在東海劃界上皆以對自己國家比較有利益的劃

界立場為主，以求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然資源。安倍首相提出共同開發東海資源一

事，期望盡快與中國達成共識，使日中可以互利合作共創雙贏局面。 

 

【圖 2-4】日本和中國主張的中間線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底圖來自〈政府 中国が東シナ海でガス田開発 政府、16 のガス田

施設の写真公表。中国の新たなガス田開発に抗議〉，2015/07/22，＜https://ianhumon

dai.blogspot.tw/2015/07/blog-post_50.html＞。相關參考資料：詹勇銘，〈從國際法觀點

分析中日東海大陸礁層劃界爭端解決途徑〉，《國際關係學報》，2011，第 31 期，頁 1

51-184。 

在後續的協商中，日本提出共同開發「中間線」周圍的油氣田，中國則提出

「中間線」以東為共同開發範圍，離開「中間線」的油田則可以各自開發，日中

                                                        
27〈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國際法》，1982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un.org/zh/law

/sea/los/article6.shtml＞。 
28 詹勇銘，〈從國際法觀點分析中日東海大陸礁層劃界爭端解決途徑〉，《國際關係學報》，2011，

第 31 期，頁 15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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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無法取的共識，但同意透過持續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東海問題。再加上，

中國軍事實力邁向現代化，至 1999 年起中國海軍艦艇頻繁的出現在日本周邊海

域進行海洋調查，2004 年 11 月 10 日更出現中國漢級核子（核動力）潛艇非法

潛航，雖然事後中國發出道歉聲明，表示是技術性失誤，但是侵入日本領海的行

為，嚴重惡化日本人對中國的好感度。 

【表 2-2】小泉時期日中東海問題雙邊協商 

次別 時間、地點和參與者 協商內容 

一 時間：2004年 10月 25日 

地點：北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崔天凱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藪中三十二 

日本和中國代表僅各自表述關於東海劃界

的立場，未就問題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

並且雙方皆認為東海問題應透過談判協商

取得解決辦法；另外，日本要求中國停止

在東海探勘以及開發活動。最後，雙方同

意繼續透過協商方式解決東海問題。 

二 
時間：2005 年 5 月 30 日

至 5月 31日 

地點：北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崔天凱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日本：則提出「中間線」靠進中國一側的

水域應列入共同開發範圍。但中國

表示拒絕日本之提議，並拒絕提供

有關停止探勘活動與相關數據的要

求。 

日中雙方仍堅持應透過持續對話、平等協

商解決東海問題，並且同意成立工作小

組，共同討論海域劃分問題。 

三 
時間：2005 年 9 月 30 日

至 10月 1日 

地點：東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中國：表示「中間線」以東為共同開發範

圍，離開「中間線」的油田則可以

各自開發。 

日本：提出在「中日界線」上共同開發，

並促請中方停止開採春曉（日本

稱：白樺）、斷橋、天外天，以及龍

井四個油氣田。 

中國為了避免危機升高，同意停止開採油

氣田的計畫，但對於日本所提出共同開發

一事，並無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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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間：2006年 3月 6日至

3月 7日 

地點：北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日本和中國雙方針對共同開發問題進行深

入意見交換。 

中國：獨自開發位於「中間線」左側的春

曉油氣田，但同意共同開發「中間

線」右側的海底資源。 

日本：要求共同開發「中間線」周圍的油

氣田，包含所屬中國的春曉油氣田。 

日中雙方對於劃界以及共同開發海域範圍

仍存有嚴重分歧，無法達成協議。 

五 
時間：2006年 5月 18日 

地點：東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日本和中國僅就共同開發的內容進行意見

交換，共同解決東海問題，並無取得實質

進展。 

六 
時間：2006年 7月 8日至

7月 9日。 

地點：北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日本：中國所開採的春曉油氣田，其地底

構造與日本所屬的海底相連，擔心

中國的油氣田可能像吸管一樣，吸

取了位於日本境內的天然資源，因

此，資源有被中國奪走之疑慮。 

中國：無法接受日本所提出的論調。 

但是，日中雙方為了避免不測事態發生，

同意強化海巡單位的海上熱線聯絡機制；

並且成立由地質專家領域所組成的「技術

專家會」進行磋商，以利於未來在能源方

面的合作。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務省》官方網站，以及《BBC 中文網》、《大

紀元》等報章資料自行彙整。 

小泉內閣時期日中關係呈現「政冷」的狀態，連帶影響日中國民相互的好感

度，就日本官方所做民意調查，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好感度下降。另外，以「北京

-東京」論壇所做得「日中關係輿論調查」，由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 NPO 所主

辦，對日本和中國民眾進行了民意調查來分析，日本和中國的國民在 2006 年對

對方的好感度較 2005 年下降了，在 2006 年中國方面認為影響日中關係的首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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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歷史問題，分別為南京大屠殺、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

而日本方面則認為中國在東海開採油氣田的行為是惡化日中關係的原因。再加上，

中國擁有核子武器，軍事實力增強，將會對日本造成威脅。29
 

 

【圖 2-5】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好感度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整理繪製。 

但是在經濟上日中之間卻呈現「經熱」的情況，從 2000 年開始日中的貿易

量逐年上升，直至 2006 年日中的貿易量已經突破兩千億美元。日本財務省發表

的 2006 年度日中貿易統計顯示，中國是二次大戰後，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日本第

一大交易夥伴，同時也是日本商品最大的進口國家。原因在於日中之間的貿易在

勞動力與市場方面、產業與貿易結構等方面互補性強，且相互依存度高；再加上，

中國取消了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30，因此，日本提高對中國投資的技術含

                                                        
29〈「第 2 回 日中共同世論調査の調査結果について」- 記者会見発表資料 -〉，《言論 NPO 主催

「東京－北京フォーラム」公式サイト》，2006 年 8 月 2 日，＜http://tokyo-beijingforum.net/in

dex.php/survey/2nd-survey＞。 
30 超國民待遇：指在經貿領域，本國在同等條件下給予外商直接投資高於本國國民投資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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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1日中兩國在經濟方面的合作，形成雙贏互利的狀態。但是日本和中國的「政

冷」狀態對日中之間的經濟還是會有影響，特別在 2005 年中國爆發反日遊行，

對日商造成影響，使得日商減少在中國的投資。其次，在區域經濟合作等大規模

的國家間的合作上，需要由國家政府進行決斷，而非僅由民間力量可進行的經貿

合作，卻因為日中兩國在政治上停止往來，連帶日中在經濟合作上也受到波及。

32另外，中國主席胡錦濤在 2005 年 4 月 23 日印尼亞加達舉行的亞非高峰會，向

小泉首相提議建立日中對話機制，減少雙方資訊不對稱，進而改善日中關係。而

後，日中高層官員在 2005 年 5 月進行綜合意見交換，對於停滯已久日中首腦間

對話而言，具有重大意義。33
 

 

【圖 2-6】日本對中國、美國的貿易總額 

資料來源：〈2008 年の日中貿易〉，《JETRO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09 年 2 月 26 日，＜https://

www.jetro.go.jp/ext_images/jfile/report/05001642/05001642_001_BUP_0.pdf＞。 

                                                        
31〈中國首次成日本最大交易夥伴 兩國進出口創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大使館》，2007 年 4 月 26 日，＜http://www.fmprc.gov.cn/ce/ceuk/chn/zyxw/t314228.

htm＞。 
32〈當心「政冷經熱」走向「政冷經涼」〉，《人民網》，2006 年 1 月 27 日，＜http://theory.people.

com.cn/GB/49154/49155/4067138.html＞。 
33 川村 範行，〈現代日中関係の発展過程―日中新協力体制の構築〉，《名古屋外国語大学紀要》，

第 39 号，2010 年 8 月，頁 13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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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小泉政權時期，日中關係呈現跌宕起伏，日中關係惡化的因素，大致分為

三項：歷史因素、東海資源、入常失敗。首先，小泉首相上任初期，赴中國訪問

時，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進行了關於如何緩和日中緊張關

係，小泉首相成為了首位日本在任參觀盧溝橋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首相，

日中關係邁向友好發展。但是由於日中雙方在歷史問題上的認知不同，中國認為

小泉首相「言行不一致」，但是小泉首相表示參拜行為，僅僅是在祈求和平的機

會，並無其他特殊意涵。因為受到認知不同的衝擊，日中首相首腦互相往來的訪

問完全停滯，僅在國際海外會議中有首腦會談。 

其次，東海資源問題，中國預計於 2005 年投入生產，距離日本所認知的「中

間線」僅約五公里的春曉油氣群，使日本擔憂會受到「吸管效應」將日本一側的

天然資源汲取走。因為資源爭議的問題，使得日中關係的爭議逐漸白熱化，為了

防止緊張情勢的上升，日中同意就東海問題進行雙邊協商，但始終未取得共識。

最後，入常問題，日本持續追求成為「正常國家」，更希冀能夠加入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小泉首相積極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對聯合國進行改革，並

聯合德國、巴西與印度共組「四國集團」，爭取改革安理會，成為常任理事會的

成員，但是在 2005 年聯合國六十周年大會提出擴大安全理事會成員的草案，卻

受到中國反對，因此，日本「入常」宣告失敗。 

因為上述的三項因素，日中關係的惡化從政治層面延燒至國民之間，日中除

了首腦互訪停滯以外，中國國內爆發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日本和中國的國民對彼

此的好感度下降。此外，若是長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日中經濟層面將受到波

及，朝向「政冷經冷」的發展趨勢。因此，接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將會採取

何項政策，使日中關係邁向有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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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摸索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 

2001 年至 2006 年小泉首相在任期的 1980 天內，每年皆赴靖國神社參拜，

以及部分日本歷史教科書美化殖民和侵略戰爭等歷史問題，引發中國強烈抗議，

認為日本政府違反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深刻反省」的承諾，日中關係陷入「政冷

經熱」的情況，可是長時間兩國首腦互不往來，將會影響到日本與中國的經濟關

係。安倍接替小泉政權後，赴中國進行破冰之旅，為改善惡化的日中關係，提出

建構「戰略互惠關係」，獲得中國方面的認同，並且溫家寶總理於 2007 年 4 月訪

問日本，針對「戰略互惠關係」的內容，進行具體協議。安倍首相雖然於 2007

年 9 月下台，但是「戰略互惠關係」的構想，持續獲得後續接任的內閣支持而持

續推動。因此，本章分為三節探討 2006 年至 2012 間，日中如何摸索改善日中

關係的方法，第一節，安倍晉三第一次政權，先說明安倍首相的政治理念，在闡

述安倍首相如何緩和日中關係，並提出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最後分析安倍

時期對外戰略。第二節分別說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首相的對中戰略，特別是

在福田政權就東海共同開發問題上，與中國建立原則性共識，並分別探討兩位首

相的外交理念。第三節分析民主黨的對中戰略，民主黨從最初的親中戰略，轉而

回歸深化日美同盟的路線，並且因處理釣魚臺事件，引發中國強烈抗議，採取對

抗措施，使得日中之間的矛盾隨時都有可能一觸即發的緊張狀態。 

第一節  安倍晉三第一次政權 

 安倍晉三出生於顯赫的政治世家第三代，父親安倍晉太郎曾經擔任過日本

外相；外祖父岸信介，以及叔祖父佐藤榮作皆曾經擔任過日本首相，有所謂「一

門三相」之稱。於 2006 年 9 月 20 日安倍晉三成功當選自民黨總裁，同月 26 日

安倍晉三成為日本第九十任日本首相。安倍除了身為名門之後，也是出身於戰後

嬰兒潮（1945 年－1964 年）中的第一位首相。安倍晉三在 2006 年出版的《邁向

美麗之國》（美しい国へ）一書，指出要將日本建構成有自信、自豪、與美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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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夢，並希望自己成為「戰鬥（有所為）的政治家」；在書中明確描寫出安倍

自己對日本的「國家藍圖」，不論是國家內部人口高齡少子化、教育等問題，以

及中國崛起對日本的安全和經濟引發的挑戰，皆是日本未來將要解決的重要課題。

1安倍首相就任後的發言以及政權構想皆與《邁向美麗之國》一書的內容相同。 

安倍首相於 2006 年 9 月 26 日的在國會施政理念演説中表明，他組織「創建

美麗之國的內閣」，要將日本打造成「美麗之國」，使日本成為：一、珍惜本國文

化、傳統、自然和歷史的國家。二、以自由的社會的基本，知規律而凜凜的國家。

三、迎向未來具有成長精力充沛的國家。四、為世界所信賴、尊敬和所愛，具有

領導能力的國家。在執政演説的最後表示： 

「憲法是一個國家理想、願景的體現。現今距離當初立憲已經經過了六

十個年頭，面臨新時代的挑戰，我們應該積極討論適當的憲法，並深化與在

野黨的討論，找出穩固的方向。首先會為修憲做好準備，期待早日通過制訂

修憲的程序與法案。…期望日本國民不論戰前、戰後出生世代的人們，以及

才剛加入積極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年輕人一起努力共同創建「美麗之國」，使

日本成為世界人人稱羨的國家，讓日本後世子孫為日本感到驕傲」2
 

中國學者李大光等人認為，為了使日本成為「美麗之國」，使日本朝向「正

常化國家」邁進，修改日本國憲法勢必要進行；且隨著時代的改變，軍事的武器

進步、戰爭決策的改變等，使日本右翼政治家認為自衛隊不應該僅限制在國內的

「專守防衛」，而是需要因應時代而有所變革，不再僅限制於日本國內的領空、

領海和領土範圍，因此，安倍首相將修改憲法設定為任期內必須要完成的目標。

3
 

                                                        
1 安倍 晉三著，陳悅文譯，《邁向美麗之國》（美しい国へ）（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年），頁

126-258。 
2 安倍 晋三，〈第 165 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06 年

9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 
3 李大光、孫紹紅、李璵璠，《一門三首相，安倍晉三的暴落與飆起》。（臺北：風雲時代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14），頁 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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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安倍首相的「和中」政策 

由於小泉首相六年任期內每年皆參拜供奉二戰亡靈的靖國神社，引發國內外

軒然大波，不僅中斷日本和中國首腦互相訪問，更甚影響到日中兩國出席多邊國

際會議場合首腦會晤之問題，是日中建交以來從未有過的不正常狀態。因此，參

拜靖國神社的議題，為日本首相候選人必須面對的議題。安倍晉三選舉時，針對

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有其國內外因素，需要謹慎面對之；因此，採取的方針是，

不將靖國神社問題作為爭論焦點、不表明是否參拜，以及不拘泥於八月十五日參

拜的問題。如此一來，既可以減緩來自中國和韓國的國際壓力，又可以順應當前

日本國內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民意，並且保持己身右翼保守派政治家的身分和色

彩。4
 

安倍首相上任初期，除了不明言參拜靖國神社以外，並針對歷史問題上堅持

前首相村山富市談話的精神，做為緩和與中國外交關係的手段，得以維護日本的

國家利益。安倍上任後，非常罕見的將出國拜訪的第一站設為中國，2006 年安

倍首相首先出訪中國，因而打破從小泉內閣時期日中首腦不往來的外交僵局。由

此可推知，安倍首相出訪中國的行為，一方面是改善小泉純一郎帶來日中關係惡

化的外交問題；另一方面，安倍赴中國訪問減少了日本國內的在野黨，以「外交」

為名，對自民黨施加的壓力。5
 

安倍在 2006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赴中國訪問， 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了

改善兩國關係進行會談，一致達成要「把中日關係推向更高層次」，安倍更提議

與中國構築「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係」，亦可以稱為「戰略互惠關係」，實

現日中兩國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打破日中之間堅冰的「利器」，增進兩國

間在政治與安全的關係，並在國際社會層面中，追求日本和中國的共同利益，也

                                                        
4 同前註，李大光、孫紹紅、李璵璠，《一門三首相，安倍晉三的暴落與飆起》，頁 60-62。 
5 劉江永，〈日本政治思潮變化與中日關係〉，趙全勝主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

華人學者的視角》（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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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次訪問被稱為「破冰之旅」。此外，中國因為經濟快速發展，能源需求

量大增，為了解決國內對於能源供需失衡的問題，積極拓展石油、天然氣等能源

供應的渠道；而日本屬於海島型國家，缺乏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期望開發

東海的能源，減少對中東原油的依賴。因此，安倍首相藉由訪問中國時，針對「東

海」問題，提出共同開發東海資源。期望與中國建立雙贏局面，解決長久以來日

中之間的糾紛，並使日中兩國解決缺乏能源問題。 

安倍提出「政經分離原則」，將戰略互惠關係的主軸定位在「經濟」上，目

的是希望日本和中國在政治上紛爭不應該波及到日中經濟合作。原因在於 2002

年中國成為日本第一大出口國，日中雙方成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但是伴隨著小

泉首相六年的任期內每年參拜靖國神社，成為日中政治問題的導火線，政治惡化

更甚至影響到日中的經濟發展，從建交後每年經濟皆增長，到了 2003 年中國對

日本貿易增長高達 31.1%，但是受到政治惡化的影響 2004 年開始下降成 25.7%，

2005 年更降至 9.9%，日中關係從原本的「政冷經熱」逐漸因為政治問題影響經

濟發展，日中關係逐漸轉變成為「政冷經冷」的狀況。6此外，安倍在《邁向美

麗之國》一書也明確提出「日中關係應以政經分離為原則」，互惠關係才不會受

到兩國因政治上的摩擦而有所影響，雙方之間的政治問題不應該去影響到經濟，

也不以經濟當作威脅彼此的工具，才可以創造出日中雙贏局面。 

為了增進日中關係彼此信賴的關係，除了透過多次對話，安倍首相邀請中國

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赴日本參訪，積極的建構日中政治高層對話。中

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日本的應邀，在 2007 年 4 月 11 日到 13 日赴日本進行

「融冰之旅」，以賡續安倍首相於 2006 年訪問中國，創造未來日中關係的改善氛

圍。訪問期間，溫家寶總理會見明仁天皇，並與安倍晉三首相舉行會談，雙方確

認將會繼續遵循《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的

各項原則，以及強化兩國的對話交流，並同意日中之間協商建立「海上緊急聯絡

                                                        
6 洪瑞平，〈論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經濟含意〉，《日本學刊》，第 4 期，2007 年，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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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以避免日中在海上發生偶發性衝突，並且提供日中雙方防衛部門互相緊

急聯絡、加強溝通的用處。 

會談結束後，日中雙方共同發表《中日聯合新聞公報》，雙方所達成的共識

內容如下： 

一、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精神 

  中日兩國共同為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建設性貢獻，是新時

代賦予兩國的莊嚴責任。基於這一認識，今後中日兩國將全面發展在雙邊、地區

及國際等各層次的互利合作，共同為兩國、亞洲以及世界作出貢獻，在此過程中

相互獲得利益並擴大共同利益，藉此推動兩國關係發展到新的高度。 

二、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內涵 

（一） 相互支援和平發展，增進政治互信。保持並加強兩國高層往來。努力提高

各自政策的透明度。擴大和深化兩國政府、議會、政黨的交流與對話。 

（二） 深化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加強在能源、環保、金融、資訊通信技術、

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領域的合作，充實和完善合作機制。 

（三）加強防務對話與交流，共同致力於維護地區穩定。 

（四） 加強人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廣泛開展兩國青少年、

媒體、民間團體之間的交流。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 

（五） 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地區及全球性課題。共同致力於維護東北亞和

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目標。雙方贊成聯合國包括安理會進行必要、合理的改革。支援東盟在東

亞區域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共同在開放、透明、包容等三項原則基礎上

促進東亞區域合作。 

三、戰略互惠關係開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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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對話交流，增進互相理解 

（二） 加強互利合作 

（三） 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合作 

【表 3-1】戰略互惠關係具體合作的內容 

分類 
加強對話交流， 

增進相互理解 
加強互利合作 

地區和國際事務 

的合作 

項目 

1. 高層交往安排 

2.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

機制 

3. 外交當局對話 

4. 防務交流 

5. 人員往來和青年交

流 

6. 文化交流 

1. 能源、環保合作 

2. 農業合作 

3. 朱鷺 

4. 醫藥領域合作 

5. 知識產權 

6. 中小企業博覽會 

7. 信息通信技術領域

合作 

8. 金融領域合作 

9. 刑事司法領域合作 

1. 聯合國改革 

2. 六方會談合作 

3. 投資交流 

4. 經濟合作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整。相關參考資料：〈中日雙方在東京發表《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4 月 11 日，＜http://www.mfa.gov.cn/chn//gxh/zlb/smgg/t3105

04.htm＞。 

四、為妥善處理東海問題，雙方達成以下共識 

（一）堅持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的海。 

（二） 作為最終劃界前的臨時性安排，在不損害雙方關於海洋法諸問題立場的前

提，根據互惠原則進行中同開發。 

（三）根據需要舉行更高級別的磋商。 

（四）在雙方都能接受的較大海域進行共同開發。 

（五） 加快磋商進程，爭取在今(2007)年秋天就共同開發具體方案向領導人報告。

7
 

                                                        
7〈中日雙方在東京發表《聯合新聞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4 月 11 日，＜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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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談最重要在針對戰略互惠關係的內容達成共識，日本和中國達成互利

合作、共同發展，具體化安倍改善日中關係的「戰略」構想，以使日中取得雙贏

的局面。為了將東海化為「和平、合作、友好的海」，安倍政權延續 2004 年開始

日中東海問題雙邊協商的管道，在 2007 年 3 月 29 日舉行第七次協商，針對東海

資源探討共同開發事宜進行實質性的討論，與小泉時期相比，有更進一步協商，

不再只是各自表述，就基本內容達成一致意見。 

【表 3-2】安倍時期日中東海問題雙邊協商 

次別 時間、地點和參與者 協商內容 

七 時間：2007年 3月 29日 

地點：東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中國：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堅持

共同開發這個大方向，通過談判協

商妥善解決有關問題。 

日本：希望通過協商談判有效解決東海問

題。 

日本和中國就共同開發問題進行了實質性

討論，一致同意推進共同開發體制，並且

堅持透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東海問題。 

八 時間：2007年 5月 25日 

地點：北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中國：並未就共同開發海域範圍問題正式

提出新方案；並且重新表示堅決不

會接受日本提出的「中間線」說法，

以及拒絕日本要求將春曉油氣田納

入共同開發範圍。 

日本：提出將橫跨「中日中間線」的大面

積做為共同開發的區域。 

此次磋商中日雙方的代表一致同意將促進

日本海上保安廳和中國國家海洋局進行對

話，商討建立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絡機制；

並商定下次磋商於六月份下旬舉行。 

九 時間：2007年 6月 26日 

地點：東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中雙方透過討論加深了理解，但未能就

基本內容達成一致意見。雙方在領土所有

權問題上仍堅持自己擁有區域主權的立

場，導致談判未能取得進展。 

                                                                                                                                                               
ttp://www.mfa.gov.cn/chn//gxh/zlb/smgg/t3105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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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務省》官方網站，以及《BBC 中文網》、《大

紀元》等報章資料自行彙整。 

貳、 對中國的避險戰略 

安倍一方面積極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係，緩和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強化與

中國的對話交流管道，期望增進與中國的互信合作，擴大日本和中國日中雙贏局

面；但是，安倍首相另外一方面也展開避險的安全保障戰略的部署，安倍曾經表

示：「友好就能表示一切沒問題嗎？答案是未必。外交與各個國家的利益有相互

關係。因此，可以相互得到的利益關係，即為戰略互惠關係。…友好關係固然重

要，但是當友好關係與自己國家利益像衝突時，卻不表示出來，則為本末倒置。」

8因此，安倍在建構「戰略互惠關係」以改善與中國關係時，也準備硬的手段，

以平衡中國崛起的權利或威脅。 

首先，在「內部平衡」方面，安倍採取提升自衛隊的地位與角色扮演。日本

眾議院在 2006 年 11 月 30 日通過「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法案後，送交參

議院審議，12 月 14 日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通過「防衛廳」升格為「省」的法

案。2007 年 1 月 9 日正式升格為「防衛省」，成為中央一級單位，安倍在揭牌儀

式這天致詞表示：「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明確地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國（日本）

在面對國防和國際社會和平問題時的態度，使日本的軍事實力脫離戰後體制，向

建立新國家的基礎邁進」。9
 

「防衛廳」和「防衛省」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其實質地位相差甚大。第一，

防衛廳長官升格為防衛大臣，從原本屬於「內閣府」管轄，升格為獨立的「省」，

                                                        
8 劉江永，〈日本政治思潮變化與中日關係〉，趙全勝主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

華人學者的視角》（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43-145。 
9〈平成 19 年 1 月 9 日 防衛省移行記念式典における 内閣総理大臣訓示〉，《防衛省》，2007 年

1 月 9 日，＜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7/2007/pdf/js000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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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獨立編列預算案，即，擴大權力與財政自主性。第二，原本屬於自衛隊附加

任務（付随的任務）的國際維和行動、國際緊急救助活動，以及對應「周邊事態

法」進行的後方支援等任務，變更成為自衛隊的法定任務（本来任務），不需要

再以個案模式經由國會兩院審議通過，使得自衛隊可以在國際和平的活動上扮演

積極的角色。並且安倍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的國會施政方針中表明：「為了對世

界和平和穩定做出更進一步的貢獻，日本有必要再建構符合時代需求的防衛體制，

以及研究在什麼樣的場合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10
 

其次，安倍採取的「外部平衡」措施，就是強化與美國同盟防衛等合縱連橫

措施，安倍在 2006 年 9 月 29 日的就職執政演説中表示：「為了強化日美同盟信

賴關係的基礎，建構首相官邸和白宮可以常常溝通的管道。」11，並藉由重新編

整在日美軍與自衛隊，強化日美的防衛合作。2006 年 11 月 30 日安倍內閣的外

務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演講時表示，日本的外交政策，除了原來

的強化日美同盟、國際協調、重視亞洲鄰近國家（中國、韓國、俄羅斯等）的三

大支柱外，要增加第四個支柱，即，「價值觀外交」(Value Oriented Diplomacy)

與「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當作日本外交的新基軸。

首先，「價值觀外交」是基於「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的統治、市場經

濟」等「普遍價值」，在外交上將會對其加倍重視；第二，「自由與繁榮之弧」構

想，是在協助歐亞大陸出現的新興國家，將建構一個以「自由、民主、經濟」為

核心價值之安全連線，以穩定歐亞大陸塊外沿的弧狀地區，為價值觀外交的路線

圖，被視為使美國提出「不穩定之弧」的經濟版。12「價值觀外交」和「自由與

繁榮之弧」構想以文字化呈現在 2007 年外交青書中，正式成為日本的外交方針。 

                                                        
10 安倍 晋三，〈第 166 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07 年

1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7/01/26sisei.html＞。 
11 安倍 晋三，〈第 165 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06 年

9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 
12〈「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外務省》，2006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mofa.go.jp/mo

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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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自由與繁榮之弧 

資料來源：〈「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外務省》，2006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mofa.

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安倍也在 2007 年 1 月 26 日的國會施政方針中表明：「強化與擁有自由、民

主主義、基本人權、法的統治等基本價值的國家合作」13，即可以發現安倍內閣

的外交將會圍繞著「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運轉。日本積極參與東

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七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Seven, G7)等多邊

組織，以利於擴展日本和多個國家的外交合作。並且作為價值觀外交的一環，日

                                                        
13 安倍 晋三，〈第 166 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07 年

1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7/01/26sis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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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積極與印度、澳洲、美國建構合作關係，以期帶領日本逐漸走向全面性對外關

係。 

首先，與印度建構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

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到 16 日，赴日本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在東京與安倍首相

發表《邁向「日印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共同宣言》，表示將在政治、安全保障、

經濟、國民交流等方面加強合作，與此同時印度也成為與日本保持每年首相會晤

機制的國家。14並且為了強化日本和印度在安全保障的合作關係，決定將從 2007

年起日本的自衛隊和印度海軍一同舉行友好海軍演習，以及海上安保廳長官間的

交流、巡邏船的互訪、聯合演習等防衛、安全保障合作。15
 

2007 年 4 月 3 日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出席由印度主辦的第十四屆「南亞區域

合作組織」(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表示，將南

亞定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中心，印度則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基石

(keystone)。16同年 8 月 22 日，安倍首相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辛格舉行會談，

發表《新次元日印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路線圖共同聲明》，並於印度國會發表題

為「兩洋交會處」（二つの海の交わり）演說表示，日本和印度要突破地理限制

攜手合作，形成「擴大亞洲」(Broader Asia)的概念，共同維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海上交通線安全；日印有能力與責任，確保太平洋與印度洋進一步拓寬，並培育

和充實這些海域，使其成為清晰透明的海域。日印形成戰略夥伴關係，並納入美

國與澳洲的力量，以擴展涵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大網絡，建構出自由與繁榮的

區域。17
 

                                                        
14〈日本・インド共同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06 年 12 月 15 日，＜http://www.kantei.go.jp/j

p/abespeech/2006/12/15kyoudou.html＞。 
15〈「日印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向けた共同声明＜骨子＞〉，《外務省》，20

06 年 12 月，＜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0612_gps_ks.html＞。 
16〈麻生外務大臣の南アジア地域協力連合（SAARC）首脳会議出席（概要及びとりあえずの評

価）〉，《外務省》，2007 年 4 月 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g_aso/saarc_07/saar

c_gh.html＞。 
17〈「二つの海の交わり」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外務省》，2007 年 8 月 22 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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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2006年 3月 16日，日、美、澳成立三邊戰略對話機制；2007年 3

月 13日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訪日，與澳洲簽署《日澳安保合作共同宣

言》，主要包含加強雙方在政治、安全保障與經濟領域的合作；並加強日本和澳

洲兩國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的對話，以及創設「2+2」外交與國防部長定期的聯

席會議機制等，強化在安全保障領域上的合作。18
2007年 6月 2日，新加坡舉辦

的第六屆「亞洲安全會議」(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或稱「香格里拉對話」(The 

Shangri-La Dialogue)時，日、美、澳三國的國防部長進行會談，內容為確認三個

國家今後在外交、安全保障等領域的合作。19日本和澳洲在 6月 6日於東京招開

首次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的「2+2會議」，確認日澳雙方在亞太地區安全保障合

作的方針。20緊接著，9月 9日，安倍首相藉由出席在澳洲雪梨舉辦的亞太經合

會(APEC)高峰會，與霍華德再度舉行會談，會後日澳發表安保共同宣言，具體

化日澳在安全保障合作等事項。21
 

日本除了與美國、澳洲以及印度在政治外交合縱連橫以外，在軍事安全發展

上亦有進行合作交流。2007年 4月 16日，與美國和印度進行第一次親善共同訓

練；2007年 5月，日本與美國、印度、澳洲召開「四方構想」(QUAD)協議，遭

到中國的抗議；並於 2007年 10月 17日，與美國和澳洲進行巡邏機通信訓練、

搜索調查訓練，目的皆是在增加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和信賴關係。22另外，美國

與印度從 1992年開始實施馬拉巴爾(Malabar)聯合軍演，美印軍演以海上救援與

聯合反恐為目的，在 2007年 9月 4日舉行最大規模的軍演，邀請日本海上自衛

                                                                                                                                                               
//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 

18〈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仮訳）〉，《外務省》，2007 年 3 月 13 日，＜http://www.

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0703_ks.html＞。 
19〈久間防衛大臣の第 6 回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の出席について（概要）〉，《防衛省》，2007 年 6

月 2 日，＜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07/06/02c.html＞。 
20〈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 共同発表 2007（骨子）〉，《外務省》，2007 年 6 月 6 日，＜http://

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visit/0706_khk.html＞。 
21〈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を実施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の主要な要素（仮訳）〉，《外

務省》，2007 年 9 月 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0709_kk.html＞。 
22〈平成 20 年度 政策評価書（総合評価）〉，《防衛省》，＜http://www.mod.go.jp/j/approach/hyouk

a/seisaku/results/20/sougou/honbun/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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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澳洲、新加坡的軍隊一同參加在孟加拉灣舉行為期五天的聯合軍演，目的是

為了加強各國保障從印度洋至太平洋的原油輸送等海上通道問題上的合作。23隨

著日本安倍首相辭職、印度在戰略上另有盤算、2008年澳洲親中派的陸克文

(Kevin Rudd)當選總理，導致安倍建構外部平衡的日美印澳「四方構想」名存實

亡。 

  

                                                        
23〈日美印澳新 5 國在孟加拉灣舉行聯合軍演〉，《中國新聞網》，2007 年 9 月 4 日，＜http://news.

sina.com.cn/w/2007-09-04/213312507730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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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相福田、麻生政權 

壹、福田 康夫政權（2007年 9月 26日－2008年 9月 24日） 

安倍所帶領的自民黨在 2007 年 7 月 29 日的參議院選舉中慘敗，使在野的日

本民主黨取得議會中過半的席次，公民黨黨代表太田昭宏表示此次選舉的敗因在

於「年金、金錢、閣僚發言」24，致使日本人民對安倍內閣失去信心，以選票來

表達對安倍內閣的不滿，但安倍並沒有因為參議院選舉失敗而引咎辭職下台，而

是在 8 月 27 日進行內閣閣員和黨派人事大改組，期望藉機挽回選民對安倍政權

的期待。不料，安倍突然在 9 月 12 日以健康問題辭去首相一職。為了避免政治

空白，執政的自民黨只好於 9 月 14 日公告實施選出繼任總裁，前內閣官房長官

福田康夫與時任自民黨幹事長的麻生太郎角逐自民黨總裁。9月 23日進行選舉，

結果由福田以三百三十票，以壓倒性多數勝過麻生太郎的一百九十七票，成功當

選自民黨第二十二任總裁，並在 9 月 25 日，由國會選舉中當選日本第九十一任

首相。 

新上任的福田康夫首相身負重任，由於自民黨在參議院的席次，低於在野的

民主黨，面臨一個分裂的議會在政策推行上，可能會因為黨派的意見不同而有所

阻礙。因此，自民黨與公民黨組成聯合內閣，福田康夫將內閣命名為「背水一戰

內閣」，因為自民黨需要謹慎踏出每一步路，否則只要一步出錯，將會使自民黨

失去政權。25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發表施政方針演說中，針對外交事務提到，第

一，積極主導建構大量刪減造成地球溫室效應之排放廢氣量新架構；第二，外交

原則為「創造和平之外交」，致力於建構世界與區域之和平。26
 

                                                        
24〈「年金・カネ・閣僚発言が敗因」公明・太田代表が総括〉，《読売新聞》，2007 年 7 月 30 日，

＜http://www.yomiuri.co.jp/election/sangiin2007/news/20070730ia21.htm＞。 
25〈第 22 代 福田 康夫〉，《自民党》，＜https://www.jimin.jp/aboutus/history/prime_minister/10031

6.html＞。 
26〈第 168 回国会における福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07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7/10/01syos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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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康夫的父親為前首相福田赳夫，為日本憲政史上第一次親子兩代皆為首

相的佳話。27福田康夫的父親福田赳夫在任職首相出訪東南亞時，在馬尼拉提出

對東亞外交的三原則：第一，日本不成為軍事大國，要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奉獻；

第二，建立心與心交流的信賴關係；第三，以對等立場為東亞和平與繁榮貢獻己

力。而後，被稱為「福田主義」或「福田三原則」。因此，福田康夫就任首相延

續其父親的福田主義中的「心與心交流」作為福田政權的外交政策基礎，加強日

本與東亞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28福田在外交上，以堅持「日美同盟」和「國際

協調」作為日本外交的基石，並表示將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以成為值得國際信

賴的國家為目標。在所信表明演說中提到，目前所面臨迫切的挑戰為，再度派遣

海上自衛隊到印度洋上後勤補給任務，以及北韓問題需要即早解決外交議題；並

且也表明將強化日美同盟以及積極推動日本與亞洲鄰國改善外交關係。29另外，

福田首相在面對敏感的歷史問題，上任後立即表明在首相任期內絕對不會參拜靖

國神社，期望可以藉此拉近與中國和南韓關係。 

福田首相面對於 2007 年 11 月 1 日，宣告喪失法源的《反恐特別措施法》，

福田康夫另立新法案《後勤支援特別措施法》的草案，交由眾議院進行審議，眾

議院再次表決通過福田康夫提出的草案版本。法案通過後，立即派遣海上自衛隊

前往印度洋進行後勤補給任務，為世界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30而後，福田首相

在 2007 年 11 月 15 日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布希進行會談，指出日美同盟是亞

洲發展外交的重要關鍵，美國和日本在應對全球區域問題占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強調日本將會繼續強化與美國的關係。31強化與美國關係的同時，積極推進與日

                                                        
27〈第 22 代 福田 康夫〉，《自民党》，＜https://www.jimin.jp/aboutus/history/prime_minister/10031

6.html＞。 
28 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當代日本外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16），頁 73-74。 
29 福田 康夫，〈第 168 回国会における福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07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7/10/01syosin.html＞。 
30 李大中，〈日本與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議題、正當性與限制〉，楊永明主編，《新世紀日本體制

的在轉型政治、經濟與安全政策之演變》（臺北：翰蘆有限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47-109。 
31〈日米首脳会談の概要〉，《外務省》，2007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

n/s_fukuda/usa_07/gaiy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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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鄰近國家的外交關係，以及參與亞洲區域合作組織，如：出席第三屆在新加坡

舉行的東亞峰會(EAS)，與亞洲多個國家的元首進行會談，確認國家彼此之間的

信賴關係，期望在安全、經濟等領域為亞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福田首相秉持著「日中兩國理應成為建設亞洲及世界美好未來的創造性夥伴」

的堅定信念，上任後，隨即宣布不去參拜靖國神社，避免日中爆發歷史問題的爭

議，積極與中國進行互動交流，以減少兩國之間紛爭。在 2007 年 12 月 28 日赴

中國進行訪問，如同日中關係的「春天來了」，將訪問稱為「迎春之旅」，目的在

進一步鞏固自 2006 年秋天以來以強有力的步伐發展起來的日中關係的根基，將

日中關係提高到新的層次，以及落實日中之間戰略互惠關係的概念。希冀日中和

平友好條約締結三十周年的 2008 年成為日中關係飛躍的元年。福田首相於北京

大學發表演說提出，日中兩國力求共同承擔重要責任的戰略互惠關係，三大核心

支柱分別為：「互利合作」、「國際貢獻」，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32，福田

首相在演講中強調「和平友好是日中唯一選擇」。33
  

日中雙方都致力於增進雙邊關係，福田首相積極邀請中華民共和國主席胡錦

濤來日本進行訪問，因應日本政府的積極邀約，中華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於 2008

年 5 月 6 日赴日本進行為期五天「暖春之旅」的訪問，訪問中會見日本的明仁天

皇，並與福田首相進行會談，共同發表《日中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

聲明》，對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使日中兩國朝向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道

路發展，達成廣泛的共識。34認為日中關係是日本和中國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

一，日本和中國關係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是有所影響。於小泉

                                                        
32 互利合作：在環保、資源保護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等議題上進行雙邊互利合作； 

國際貢獻：在氣候變遷、北韓問題、改革聯合國及非洲事務等議題上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為增進彼此間的互信與瞭解，將擴大青年及學者間的交流，並在安全 

議題上加強交流。 
33 福田 康夫，〈福田総理訪中スピーチ『共に未来を創ろう』〉，《外務省》，2007 年 12 月 2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fuk_1228.html＞。 
34〈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5 月 7 日，

＜http://www.mfa.gov.cn/chn//gxh/zlb/smgg/t4504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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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時代，日本和中國的政治之間缺乏互信，陷入「政冷經熱」的關係，為了

使日中兩國可以互利合作發展，增進日中雙方的政治互信對於推進戰略互惠關係

有重要的影響，此次胡錦濤訪日，除了確立領導之間定期互訪的機制外，也強化

政府和政黨之間的交流，增進日中雙方的政治互信；並針對安全保障問題，增加

高層互訪外，也促進多層次間的對話與交流，加深日中之間的互信關係。 

《戰略互惠關係》中提及要將東海化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這並非

易事，從 2004 年開始日中之間針對東海問題招開協商談判，但由於當時小泉首

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導致日中外交處於緊張關係，且日中雙方在面對東海問題

皆各自表述，無法達成共識。隨著安倍首相就任後，日中關係逐漸和緩，彼此同

意組成專家小組，用意在於打破僵局，並經過多次日中高層互訪交流，一共經歷

十一次協商談判，都沒有達成共識，雖然都有「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是對

於劃界、共同開發區域的範圍都存在著紛歧。 

 

【圖 3-2】東海油氣田示意圖 

資料來源：〈港媒：中國東海探油無爭議 中間線系日攪局〉，《環球網》，2013 年 7 月 19 日，＜h

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13-07/4151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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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福田時期日中東海問題雙邊協商 

次別 時間、地點和參與者 協商內容 

十 時間：2007年 10月 11日 

地點：北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日本：提出將中國正在開發的春曉等四個

油氣田，作為共同開發區域，並要

求達成協議前中國必須停止開發行

動。 

中國：拒絕日本的提議，主張共同開發區

域為沖繩海槽在內的海域，以及有

主權爭議的釣魚臺列嶼周圍海域；

表示正在開發的區域，並不屬於爭

議的區域，為中國行使主權的正常

範圍。 

日中雙方無取得任何共識，且對共同開發

的區域範圍有所爭議。 

十一 時間：2007年 11月 14日 

地點：東京 

中國：外交部亞洲司 

      司長胡正躍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局

局長佐佐江賢一郎 

日中雙方就共同開發等問題，進行深入意

見交換。皆願意根據兩國領導人達成的五

點共識的有關原則和精神，繼續推進磋商

進程，為維護東海穩定，實現共同開發繼

續作出建設性努力。 

雖然，日中雙方皆有「擱置爭議，共同開

發」的共識，但對於共同開發的區域範圍

仍有爭議。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以及《BBC 中文網》、

《大紀元》等報章資料自行彙整。 

直到福田首相任期內，才建立原則性共識，日中雙方根據 2007 年 4 月溫家

寶訪日時，日中兩國領導人所達成的共識，以及 2007 年 12 月福田康夫訪中時，

日中兩國領導人達成新共識，經過詳細磋商，於胡錦濤 2008 年 5 月訪日時與福

田首相達成共識，而後於 2008 年 6 月 18 日共同發表《中日關於東海共同開發的

諒解》，共同表示日中兩國一致同意在實現劃界前的過渡期，在不損害雙方法律

的情況下進行合作，承諾「共同開發」日本和中國中間線區域內的油田。另外，

日本可以按照中國對外合作開採海洋石油資源的有關法律，參加對春曉現有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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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開發。3536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以及共同開發，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

友好之海，並在能源資源領域上互利共享，將有利於日中關係在外交上穩定發展。

但福田首相下台後，東海問題的磋商又陷入停滯中。 

 

【圖 3-3】中日共同開發區塊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國讓步夥日開發東海油田〉，《蘋果新聞》，2008 年 6 月 19 日，＜https://hk.news.a

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80619/11249919＞。 

貳、麻生 太郎政權(2008年 9月 24日－2009年 9月 16日) 

福田康夫首相剛在 2008 年 8 月 1 日對內閣進行大幅改組，眾人皆以為將有

一番作為的內閣，卻在同年 9 月 1 日無預警的宣布辭職下台，為原本已經混亂日

本國內政治與經濟火上澆油。從經濟方面來看，由於日本在 1985 年與美國、英

國、法國及西德等五個工業已開發國家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共同簽署《廣場協

                                                        
35〈日中間の東シナ海における共同開発についての了解〉，《外務省》，2008 年 6 月 18 日，＜ht

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gashi_shina/press.html＞。 
36〈中日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6 月 18 日，＜http://ww

w.fmprc.gov.cn/123/xwfw/fyrth/1056/t4665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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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Plaza Accord)後，37造成日圓升值，不利於出口產業，日本企業紛紛出走，

使得日本原本在 1980 年代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年增長率

為 4.6%，但是到了 1990 年代時降到 1.1%，並陷入到通貨緊縮的環境中，稱為

「平成大蕭條」。日本長期陷入通貨緊縮惡性循環中且 GDP 年增長率年年下降，

再受到 2008 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國際石油及糧食上漲等影響，衝擊到日本對

亞洲的出口貿易，出口量急速下滑，GDP 年增長率更出現了負增長，更出現大

量的失業潮。 

其次，政治方面來看，日本國民面臨首相在短期內一再更迭的問題，且執政

的自民黨有閣員失言、政治獻金等問題，使日本民眾對執政黨的不信賴；再加上，

日本面臨生育率大幅降低，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形成「高齡少子化」的社會結構

性問題。因此，日本國民重視的議題年金、醫療、長照等社會保險制度，處於不

周全的情況。面對四面楚歌的日本政經環境之中的自民黨，在倉促之際，迅速進

行黨內總裁選舉，由麻生太郎以壓倒性的三百五十一票當選第二十三屆總裁，並

且藉著自民黨在眾議院占多數席次，於 2008 年 9 月 24 日成為日本第九十二屆首

相。38麻生首相上任後，優先處理的課題為挽回國內經濟，提出利用財政預算案、

擴大內需和減稅方式振興日本經濟，幫助國民度過經濟困難，改善日本的經濟結

構，脫離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中。並且面對少子化問題，教育改革也是日本國民

重視的一環，麻生首相上任後，提出減輕教育費用、重視教育環境、高等教育素

質的提高等方式以應對日本少子化的趨勢。39
 

                                                        
37《廣場協議》目的在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及日本等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日圓

及馬克等主要貨幣有秩序性地下調，是為了要解決美國國內的巨額貿易赤字，致使日圓大幅

的升值。引發日本企業成本提高，使企業為了要迴避日圓升值的影響，紛紛遷移海外，造成

產業空洞化；日本央行為了協助出口產業，採極度寬鬆的貨幣，導致剩餘的資金過多，因而

轉向股票與土地的投資。過度的股票與土地的投資使日本的資產價值超越日本實際經濟的可

承受度，由於沒有實體經濟加以支撐，讓日本的經濟如同泡沫一般迅速的消滅。 
38〈第 23 代 麻生 太郎〉，《自民党》，＜https://www.jimin.jp/aboutus/history/prime_minister/10031

5.html＞。 
39 麻生 太郎，〈第 170 回国会における麻生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08 年

9 月 29 日，＜http://www.kantei.go.jp/jp/asospeech/2008/09/29hous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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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生首相上任後的施政理念演說提及面對外交課題的五大點：第一，加強日

美同盟；第二，與以中國、韓國、俄羅斯為首的亞太區域內的各個國家一同構築

安定與繁榮的地區，實現共同發展；第三，解決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有恐怖

主義、全球暖化、貧困、水資源問題等問題；第四，為了我國信奉不可替代的價

值，將會不遺餘力協助年輕的民主國家紮根於民主；第五，應對北韓問題，消除

不幸的過去，包含綁架、核子試驗、導彈問題，朝向日本和北韓邦交正常化邁進，

並盡快讓被綁架者早日回歸日本。40
 

從 2006 年安倍晉三成為日本首相以來，日本外交不斷在修正小泉時代一邊

倒向美國的外交政策，轉而重視日本與亞洲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麻生首相是第

一位留學英美的首相，曾在小泉內閣和 2006 年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擔任過外務

大臣，並在 2006 年發表日本外交政策增加第四個支柱「價值觀外交」與「自由

與繁榮之弧」。從國會、出訪的演說中發現，麻生首相極度重視「普遍價值」，即

為「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的統治、市場經濟」。擔任首相的麻生太郎

外交戰略，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以及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則以「自

由、民主的價值觀」作為日本與亞洲國家的合作基礎理念，積極與亞洲國家建構

雙邊和多邊經濟與安全領域的合作關係。 

麻生首相重視日中關係的發展，認為日中關係不僅是兩國間的雙邊問題，更

對於亞洲地區的安全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2008 年 10 月 24 日，麻生首相出

席「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三十周年，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舉行招待會，麻生

首相在會中發表：「日中關係的關鍵所在是『互不可缺的夥伴關係』」；更提及到

日本和中國應該要互相切磋、共同合作，才是真正的「戰略互惠關係」，將「共

贏」的精神廣泛流傳到世界中。日中關係將繼續開展各層次對話和交流，取得穩

定發展，強化兩國關係，才可以使亞洲區域乃至全世界繁榮和穩定發展。41中國

                                                        
40 麻生 太郎，〈第 170 回国会における麻生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08 年

9 月 29 日，＜http://www.kantei.go.jp/jp/asospeech/2008/09/29housin.html＞。 
41 麻生 太郎，〈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 30 周年記念レセプション 麻生総理挨拶 ～日中関係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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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中表示：「中日關係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正面臨著新

的重要發展機遇和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願同日方一道，牢牢把握兩國關係

發展的正確方向，增進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擴大友好交流，推動中日戰略

互惠關係持續健康深入向前發展。」。42
2009 年 4 月 29 日，麻生首相應中國邀約，

赴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日中雙方對於共同對抗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節能環保議題

積極合作等要項達成共識，有助於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推進；並致力於使北韓重

返討論朝鮮半島非核化議題的六方會談。43
 

麻生首相除了強化與中國的合作，推進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建立友好的雙邊

關係之外，也非常重視與亞洲各國的外交關係，以擁有共同自由、民主的「價值

觀」鏈起外交橋梁，傳遞分享日本的經驗，將自由、民主化的「價值觀」紮根於

新興國家，並與新興國家展開經貿合作。從東北亞開始，行經東南亞、印度、中

亞、中東，再延伸到歐洲各個國家，形成一個弧形，推動共同價值觀，使各個國

家的經濟繁榮與穩定。麻生首相上任後，積極參與亞歐首腦會議、亞太經合會、

中日韓三國領袖會議、G20 高峰會等高峰會議；並與東協、印度、澳洲等國家，

積極建構雙邊或多邊的經濟與安全戰略合作架構，大力推廣日本外交空間。 

2008 年 10 月 22 日，印度總理辛格訪問日本，與日本簽訂《關於推進戰略

性全球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加強防恐、核不擴散等領域的安全防衛合作，同

時日本也提供 ODA 援助，協助印度建立貨運鐵路，強化日印的戰略夥伴關係。

44
2008 年 9 月 25 日，麻生太郎和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進行首腦會談，一

致確認日澳的戰略夥伴關係不斷在持續漸進加強兩國間的合作，應該要更進一步

                                                                                                                                                               
ついての、私の所信表明～〉，《首相官邸》，2008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kantei.go.jp/jp/

asospeech/2008/10/24message_about.html＞。 
42〈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30 周年招待會在京舉行 胡錦濤麻生太郎出席並致辭〉，《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10 月 24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

79/ywzt_675099/2008zt_675545/dqjyosnhy_675567/t528176.shtml＞。 
43〈日中首脳会談内外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09 年 4 月 30 日，＜http://www.kantei.go.jp/jp/

asospeech/2009/04/30naigai.html＞。 
44〈日・印共同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08 年 10 月 22 日，＜http://www.kantei.go.jp/jp/asosp

eech/2008/10/22kai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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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至安全保障、經濟等各個領域；45並在 2008 年 12 月 18 日舉行國防和外交

官員對話「2+2 會議」，共同發表《日澳安全合作宣言》，強化日本和澳洲在國際

和平活動中的合作，以及情報交換的合作，促進日澳的安全合作架構更加穩固。

46日本、美國、印度、澳洲皆為民主國家，在相似政治價值觀下，以日美同盟為

基礎，積極與印度、澳洲的雙邊安全合作戰略關係，摸索建構四國安全合作架構，

將會對印太地區的穩定有所影響。但是隨著麻生太郎內閣發生失言、人事局混亂、

無法挽救日本經濟等因素，民眾對於麻生內閣的支持度降低；再加上，安倍晉三

和福田康夫皆突然辭去首相一職，使得民眾對政治與自民黨失去信心。為了挽回

國民支持，麻生太郎在 2009 年 7 月 21 日解散國會，期望藉著眾議院重新進行選

舉機會保住執政權，但在同年 8 月 30 日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慘敗，民主黨取

得執政權，因此，麻生首相的外交戰略宣告停擺。 

  

                                                        
45〈日豪首脳会談〉，《外務省》，2008 年 9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

visit/0809_sk.html＞。 
46〈第 2 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2＋2」）〉，《外務省》，2008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

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2plus2/0812_g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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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民主黨政權的日中關係 

2007 年 7 月 29 日安倍晉三所領軍的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失去過半

數的席次，導致執政黨與在野黨分別在眾議院與參議院擁有過半席次，呈現「分

立國會」狀態，在日本稱為「ねじれ国会」，中文翻譯為「扭曲國會」，意指為不

正常國會。47形成分立國會後的一個多月安倍首相無預警宣布辭職，使得日本國

內政治更加動盪不安，而後接替的福田康夫首相和麻生太郎首相的內閣壽命皆短

短一年左右，連續三位自民黨出身的首相任期皆一年左右，所提出的政策沒有實

現，以及自民黨出身的閣員出言失當、政治醜聞等，使得日本國民對政治與自民

黨產生不信任感；再加上，日本長期處在不景氣的環境下，民主黨又在競選過程

中，政見以「民生」為主，口號為「政權交替，以國民的生活為第一」，提出生

產補助、公立高中免學費、統一公平的年金制度等，多項利於國民生活的相關政

見，48吸引選民關注的焦點，進而成功贏得選民的選票。因此，在 2009 年 8 月

30 日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遭受歷史性的慘敗，由鳩山由紀夫所領導的日本

民主黨獲得 308 票的高票，取得眾議院內「絕對安定多數」的席次，以壓倒性的

票數成為了執政黨，而自民黨則淪為在野黨。 

 鳩山由紀夫在競選時，在日本《Voice》的期刊中發表「我的政治哲學」（私

の政治哲学），表示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將「友愛」精神作為外交指標，49理念

來自法國大革命三口號之一的「博愛」，強化改善與亞洲各國的外交關係；且有

感於亞洲區域已經從原本由美國所主導獨霸全球的單極化體系，走向多極化體系，

日本、中國、韓國、台灣、東協等經濟相互依存度提高，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

                                                        
47 吳明上，〈自民黨為何於 2009 年失去政權？—「分立國會」的觀點〉，《臺灣民主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75-201。 
48〈2009 衆院選民主党政権公約要旨〉，《読売新聞》，2009 年 7 月 28 日，＜http://www.yomiuri.

co.jp/election/shugiin2009/commitment/p00018.htm＞。 
49「友愛」精神：「友愛」是一種思維，即認可自己與他人間自然存在差異，同時尊重對方的自

由和尊嚴。實現外交領域的「友愛」是指，超越不同國界、不同地區、不同文明的差異，謀

求各自獨立主體的共處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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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東亞共同體」，並實現區域貨幣一體化。50鳩山首相也在 2009 年 9 月 24

日，出席於美國紐約舉辦的第六十四屆聯合國大會，發表「建構東亞共同體」；

而後，在 2009 年 10 月 10 日出席於上海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與中國溫家

寶總理、韓國李明博總統進行會面，發表《中日韓合作十周年聯合聲明》，確立

三國之間未來和全方位合作的夥伴關係，增強彼此間的政治互信，一同致力於亞

洲區域合作，加強區域和國際事務的溝通與協調，並將建構具有「開放、透明、

包容」三原則的東亞共同體，作為日中韓三國的長遠目標，51鳩山首相積極推進

亞洲外交，強調日本不可遺忘身為亞洲國家的身分，就紛爭不斷的歷史問題將堅

持「村山談話」，承認歷史事實，改善日本與中國、韓國等鄰國的外交關係，並

建立信賴關係。 

原本在麻生內閣時期停滯的東海資源共同開發事宜，因鳩山由紀夫內閣所提

出的「友愛」外交，積極改善與中國關係，強化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日中再

度交涉東海資源共同開發事宜。並在 2010 年 5 月 31 日溫家寶總理訪日時候，就

實現「戰略互惠關係」進行意見交換，面對東海共同開發問題，雙方皆同意盡快

以國際協定方式展開談判，並重建日中兩國高層熱線電話，以及建立兩國海上聯

絡機制，避免兩國在海上發生衝突，使東海可以成為「友好的海」。52但是鳩山

由紀夫首相卻因為無法妥善處理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引咎辭職，導致東海問題再

度陷入停滯。 

被認為會為日本帶來新氣象的民主黨鳩山政權，在上任八個月左右的鳩山首

相因為「3K」問題，源自於日語讀音，分別是獻金(kenkin)、景氣(keiki)、基地

(kichi)問題，由於涉嫌假造政治獻金，以及無法兌現選前對選民的承諾提升日本

                                                        
50〈「私の政治哲学」鳩山由紀夫 Voice 号掲載〉，《★阿修羅♪》，2009 年 9 月 1 日，＜http://www.

asyura2.com/09/senkyo70/msg/381.html＞。 
51 〈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中日韓合作十周年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9

年 10 月 10 日，＜http://www.gov.cn/jrzg/2009-10/10/content_1435475.htm＞。 
52〈日中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2010 年 5 月 31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

china/visit/1005_s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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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和沖繩駐日美軍的基地搬離沖繩，引發國民的不信任，先在 2010 年 6 月 2

日辭去日本首相一職。隨後民主黨在 6 月 4 日舉行眾參兩院議員 432 人的聯席會

議，選出民主黨新任黨魁菅直人。同日，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選舉選出民主黨新

任黨魁菅直人作為日本第九十四任首相，6 月 8 日菅直人內閣成立。53
6 月 11 日

發表所信表明演說表示，日美同盟為日本外交基礎，同時強化與亞洲各國的合作

關係。並指出日美同盟不僅是日本的防衛，更是支持亞太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國際

共享財產，因此，將會穩定深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有關普天間基地搬遷事宜，

將會遵循 5 月 28 日，日美兩國所作的協議，並盡可能地減輕沖繩當地的負擔。54
 

 2010 年 9 月 7 日，日本和中國爆發「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日本的海

上保安廳和中國的「閩晉漁 5179 號」漁船在釣魚臺列嶼的周圍發生碰撞，日本

以不服停船檢查命令，並蓄意衝撞巡邏船和妨害公務等理由，逮捕「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並以該船在日本領海內捕魚，違反「外國人漁業規制法」將船員和漁

船帶往石垣島，石垣島的簡易法庭扣押中國大陸的漁船船長和十四名船員。中國

立即召開新聞發佈會，強調釣魚臺列嶼的領土主權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要求

日本巡邏船不得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所謂「執法」活動，更不得採取任何危及

中國漁船及人員安全的行為。55隨即，中國高層除了連續召見日本駐北京大使，

要求日本立即將中國漁民送還中國以外；並且推遲預定於 9 月 16 日的日中東海

資源共同開的締約協商，使得原本於鳩山政權時期重啟的日中東海資源共同開發

協商再次中斷；中國政府也取消中國官員訪日活動和交往，以及停止航權、煤炭

的協商，更甚至禁止中國稀土出口至日本等採用一系列強硬手段，作為報復日本

扣押漁船的行為。56日本政府迫於中國施壓，在 9 月 14 日中國政府以包機方式

                                                        
53 陳鵬仁，〈菅直人內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0 年 6 月 25 日，＜https://www.npf.org.t

w/printfriendly/7718＞。 
54 菅 直人，〈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0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 
55 呂耀東，〈釣魚島漁船事件折射中日關係〉，《人民網理論頻道》，2010 年 11 月 3 日，＜http://i

js.cass.cn/webpic/web/ijs1new/uploadfile/2010/1105/20101105031951176.pdf＞。 
56 范建得、田永彬，〈我國對釣魚臺列嶼領土主權論據之評析〉，《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36 期，

2012 年 4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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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回船員，9 月 25 日以「處分保留」的方式釋放船長，由於提早釋放中國船長

與船員，引發日本輿論喧譁，57且中國內部有多個地區出現反日遊行及示威活

動。 

「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結束後，菅直人首相在 2010 年 10 月 1 日國會

第二次所信表明演說中表示：「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非常重要的鄰國，日中關係

對亞洲區域乃至世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關係。如先前發生的事件（「閩晉漁 5179

號」）般，日中兩國之間出現各種問題，作為鄰國彼此間應該冷靜應對處理。關

於整體的日中關係，深化日中兩國的戰略互惠關係，有助於推動亞洲太平洋地區

的和平和繁榮、經濟領域等合作關係的發展，日中雙方共同努力是不可欠缺。」。

58而後，在 2010 年 11 月 13 日中國主席胡錦濤出席於日本橫濱舉行的亞洲太平

洋經濟合作會議，雖與菅直人首相進行首腦會談，但日中關係因為「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日中友好關係呈現倒退的趨勢。 

雖然「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順利落幕，但此次事件讓日本深感己身的

實力不足，使日本加強日美同盟，並開始重視及強化西南群島的防衛力。中國對

於「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持強硬態度，攸關釣魚臺的領土主權問題，以強

硬的姿態宣示中國的領土主權。因此，日本期望美國能夠一同協防釣魚臺，將釣

魚臺列嶼納進《日美安保條約》中。在 2010 年 9 月 23 日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和美

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在紐約舉行日美外相會談，希拉蕊指出釣魚臺

列嶼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意為若是釣魚臺列嶼遭受到攻擊時，美國將

與日本共同應對。59
 

2010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公布 2011 年以後的新防衛大綱，內容指出加強西

南島礁的防衛，在島礁上配置必要、最低限度的部隊，同時完善部隊活動時的據

                                                        
57 何思慎，〈日中東海水域紛爭之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2010，頁 7-12。 
58 菅 直人，〈第 176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0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10/01syosin.html＞。 
59〈日米外相会談〉，《外務省》，2010 年 9 月 23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visit/

1009_g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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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機動能力、運輸能力和有效的解決能力，加強針對島礁攻擊的應對能力和確

保周邊海域、空域安全的能力。此防衛大綱提出一項有別於以往「基礎防衛力」

僅保持最低限度防衛力量的構想，轉而建構「動態防衛力」，以應對各種威脅，

增強自衛隊的機動性、可持續性、多功能性的動態防衛能力，加強西南群島的防

衛。中國的崛起軍事費用不斷增加，中國軍事能力愈強大，且中國海軍在日本周

邊海域活動更加頻繁，引發日本的不安，認為中國軍事實力擴張是區域和國際社

會關切的事項。60從防衛大綱可以看出日本菅內閣重視並強化日美同盟，同時也

廣泛展開區域及國際間的安全合作。 

菅內閣組閣後沿用鳩山內閣所提出「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但在「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發生後，轉而重視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將擴大日本對外經貿的合作。日本為海島型國家，自然資源缺乏，都需要仰賴國

外進口，特別是對於「稀土金屬」的需求，有七成以上來自中國（詳表 3-4），但

「閩晉漁 5179 號」船長事件爆發，中國政府以「稀土」禁止出口至日本作為威

脅手段之一，使得日本在禁運期間，稀土供應非常緊張。而後，日本為了要確保

稀土等自然資源擁有穩定的供應來源，採取內外兩種方法，防範中國再度以「禁

運稀土」作為威脅的手段。首先，從外部措施來看，日本決定要擴大進口資源的

渠道，增加稀土資源的調查費，降低對中國稀土的依賴，轉而增加對蒙古、中亞

國家、澳洲、印度、東南亞國家等擁有稀土的國家合作。61其次，內部措施，日

本的經濟產業省於 2010 年 10 月公布《稀土總合對策》，提出以下四項確保稀土

供應不中斷的方法，分別為：第一，研發替代材料與減量技術、第二，讓日本成

為稀土回收再利用的世界大國、第三，稀土相關產業的高度化、第四，開發礦山

以確保權益與供應。62
 

                                                        
60〈平成 23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2010 年 12 月 17 日，＜http:

//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html＞。 
61 孫承，〈菅直人內閣的對外政策與中日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53-59。 
62 林賢參、郭永興，〈中國的非正式經濟制裁與對象國的反擊策略：中日稀土衝突為例的分析〉，

《中國大陸研究》，2017，第 60 卷第 4 期，頁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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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日本稀土進口量與對中國的依存度 

 

資料來源：黃星滿，〈稀土資源供應短缺影響與因應的研究〉，《經濟研究》，2012 年，第 12 期，

頁 244。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時間 14 點 46 分，於日本宮城縣牡鹿半島東南方約

130 公里、深度 24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發生芮氏規模 9.0 的強震，持續約兩

分鐘時間。由於地震發生於海上，地震過後引發大規模海嘯，造成數十萬戶的房

屋沖毀，更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緊急柴油發電機損毀，造成核反應爐過熱，爐心

溶解引發氫氣爆炸，形成核災。311 東北大地震又稱為東日本大地震，此次地震

造成複合型極端災害，有餘震、海嘯、核災，為日本帶來多重災害危機，許多家

庭因而支離破碎，但首相在救災行動、措施與災後重建的對應受到嚴厲批評，因

菅內閣並沒有再妥善做好地震當下的危機處理機制，中央政府在指揮方面欠缺整

合，使中央負責救災的官員之間權限不明確，易引發決策機制的混亂。再加上，

因為菅直人首相將中心放置在處理福島核危機，而無法兼顧其他地區的救災物資

運輸情形，導致救災進度落後。63地震發生後，菅內閣向美國請求派遣駐日美軍

                                                        
63 黃偉修，〈東日本大震災之危機處理：從防災與災害危機處理體系觀察〉，《全球政治評論》，

2012 年，第 38 期，頁 45-64。 

 



74 

 

來支援救災行動，美國以「朋友作戰」(Operation Tomodachi)為名，提供船艦與

飛機，進行物資與能源運送到交通中斷的地區，並協助受災地區的重建，而後，

派遣「化學生物事故反應部隊」(CBIRF)，協助日本處理核輻射問題。因為美國

的協助，改善日本國民對駐日美軍的看法，也更加強化日美同盟。64
 

 由於菅內閣指揮不利延誤救災，並使災後重建混亂，在野黨對於 2011 年 6

月 2 日對其提出內閣不信任案，但因為贊成票未過半數，因此，在野黨的不信任

案遭到否決。其實早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前夕，菅直人首相就被爆出收受外籍人

士的政治獻金，以涉嫌違反《政治資金規定法》，但因發生東日本大地震解除菅

內閣垮台的危機。65菅直人首相不同與前四任首相主動辭職下台，而是以條件交

換，即通過《2011 年度第二次財政補充預算案》、《公債發行特例法案》和《再

生能源特別措施法案》，才願意辭職下台。在 2011 年 8 月 26 日國會通過《再生

能源交易法》的下午菅直人首相如言提出辭職，其執政時間為十五個月，雖然是

小泉首相卸任以來，第一個任期超過一年時間的首相，但民意支持率僅剩不到兩

成。66
  

菅直人下台後，民主黨在 8 月 29 日選出擔任財務大臣的野田佳彥作為新任

黨魁，隔日（30 日），分別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獲得首相指名選舉，成為日本第九

十五屆首相，出任五年來第六位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上任後，向黨內提出要組建

派系融合的政權，減少黨內部的紛爭不斷的狀態；對外積極尋求與在野的自民黨

和公明黨進行合作，共同加快協助地震海嘯災區的重建。67
9 月 13 日發表所信表

明演說中，針對災後復興指出將會根據「復興基本方針」，具體並加速重建災區；

                                                        
64 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當代日本外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16），頁 88-89。 
65 林賢參，〈日本向下沉淪何時方休？〉，《清流月刊》，2011 年 8 月，＜https://www.mjib.gov.tw/

FileUploads/eBooks/965f13df232842beab219de842789a53/Section_file/9ea0c4eb49ff43409e77e44

d7bbfa0de.pdf＞。 
66〈菅直人辭職驗證日本政權一年公式〉，《BBC 中文網》，2011 年 8 月 26 日，＜http://www.bbc.

com/zhongwen/trad/world/2011/08/110826_japan_kan_resignation＞。 
67〈野田佳彥成為日本新首相〉，《大紀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

11/8/30/n3358585.htm＞。 

 



75 

 

核災的發生使日本在電力供需狀況持續高度緊張，因此，將重新建構能源政策，

降低對核能發電的依存度。68
 

野田佳彥首相在外交上採取「軍事安全親美，經濟親中」路線，希望能夠從

日美軍事同盟得到安全保障，同時又可以從日中貿易互動獲利。69所信表明演說

指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軸，不僅是亞太地區，也是保護全世界

安定和繁榮的共同財產，日本和美國應加強在各個層面合作，深化日美同盟。此

外，野田首相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積極拉攏日本參加由美國主

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一事，一直沒有正式表態是否參加。

但由於日本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經濟狀況不佳的環境中，且東日本大地震的發生更

是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再加上，加入 TPP 後將有許多國外的農產品進口至日

本，勢必會影響到日本農民的生活，日本內部龐大的農民團體，已有堅決反對納

入日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抗議聲浪。而在軍事安全領域方面，日本和美國已達成協

議，強化日美軍事同盟關係，增加提高雙方面對緊急狀況時的共同應對能力。於

12 月 25 日出訪中國，在民主黨執政後，首次日本首相訪問中國，日中首腦達成

深化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並加強兩國在能源環保、金融、災後重建等領域

的合作。 

日中關係看似逐漸趨於緩和之際，卻在 2012 年 4 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

太郎在美國華盛頓發表演講時，提出購買釣魚臺。石原慎太郎返回日本後，即提

出集資購買釣魚臺，向國民募款，籌得資金後，由東京都政府向日本政府所認為

釣魚臺三個島的「所屬人」栗原弘行購買釣魚臺。而後，石原慎太郎向野田佳彥

首相提出，與釣魚臺的「所屬人」進行接觸，以及登釣魚臺進行「視察」。在 8

月 15 日香港保釣協會的漁船試圖登島，但被日本海上保安廳驅逐並逮捕之；8

                                                        
68 野田 佳彥，〈第百七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1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10913syosin.html＞。 
69 曾復生，〈日本上策 在美中之間左右逢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 年 11 月 1 日，＜

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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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日本地方議員登島示威；日本也與美國在 8 月 21 日進行「奪島」作戰聯

合演習，中國在 8 月起也連續在多個地區展開軍事演習；9 月 18 日中國沿海，

更加升高釣魚臺海域的緊張情勢。70
 

日本政府在與釣魚臺的「所屬人」接觸後，決定以國家名義向其購買，而非

由東京都將島購買下來。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宣布釣魚臺國有化的同一天，

中國的外交部立即宣布，將釣魚臺列為測定其領海範圍的基點之一，正當化公務

船進入釣魚臺海域執法之依據，正面挑戰日本的管轄權，另外，中國亦從經濟、

外交等方面對抗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的措施。日本將釣魚臺國有化後，釣魚臺的

周邊海域迎來新現狀，即為「同存共管」，意為日本和中國同時存在領海、共同

管理，日中兩國的公務船皆常態性、頻繁地進入釣魚臺領海與鄰接水域，進行執

法以宣示主權。71
 

釣漁臺列嶼是由釣魚島（魚釣島）、赤尾嶼（大正島）、黃尾嶼（久場島）、

南小島、北小島等五個無人島嶼，以及北岩（沖の北岩）、南岩（沖の南岩）、飛

岩（飛瀬）等三個岩礁所構成。而野田政府以二十億五千萬日圓向栗原弘行購買

釣魚臺的南小島、北小島，以及釣魚島，並予以「國有化」政策，72引發台灣和

中國政府強烈的抗議，並針對釣魚臺領土主權提出各自的主張。 

台灣外交部發布聲明指出，釣魚臺列嶼附屬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

為台灣領土一部分，無論從歷史、地理位置、地質構造、使用時間與國際法來看，

釣魚臺列嶼都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1945年釣魚臺列嶼由於安全情勢考量上，

暫時由美國託管，但在 1971 年 6 月，美國與日本簽訂「沖繩歸還條約」(Okinawa 

Reversion Treaty)，並於 1972 年 5 月將琉球「歸還」日本，同時將釣魚臺之「行

政權」一併轉送，1972 年起日本以強硬姿態控制釣魚臺列嶼，驅離進入該列嶼

                                                        
70 李明，〈東海和平倡議之作為與效益〉，2012 年 9 月 23 日，「東海和平倡議研討會」，頁 1-3。 
71 林賢參，〈中國大陸對日本無人島嶼國有化之對策〉，2017 年 6 月 16 日，「探討亞太安全新情

勢–臺灣最佳戰略抉擇」，頁 3-4。 
72 同前註，林賢參，〈中國大陸對日本無人島嶼國有化之對策〉，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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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海浬的台灣和大陸漁船。73台灣馬英九總統強調釣魚臺不僅是台灣的百年漁

場，更與台灣關係密切且重要。面對東海情勢有日漸升高的隱憂，馬英九總統提

出「東海和平倡議」，呼籲相關各方：「應自我克制，不升高對立行動」；「應擱置

爭議，不放棄對話溝通」；「應遵守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應尋求共識，

研訂「『東海行為準則』」；「應建立機制，合作開發東海資源」等原則。擱置領土

爭議，建立合作開發機制，共享資源，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使東海成為「和

平與合作之海」。74日本拒絕台灣政府提議的「東海和平倡議」，外務大臣玄葉光

一郎表示：「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不存在主權問題，無法接受台灣單方面

提出的主張。」，但也表示到：「合作的型態有很多種，雖然沒有具體化，但並非

不能考慮在東海進行合作。」75。 

中國提出釣魚臺列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最早是由中國發現命名並使用

之，是附屬於中國台灣的島嶼，日本政府在二戰後將釣魚臺列嶼交予美國，使美

國宣稱有其「施政權」，而後在「沖繩歸還協定」中，將釣魚臺列嶼劃為歸還區

域，此行為是非法並嚴重侵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76
1970 年代中期，隨著

日中關係改善，並建立邦交關係，為了建立兩國友好關係，將釣魚臺的爭議擱置

一旁。但是，此次釣魚臺國有化問題中國外交部即宣布，將釣魚臺列為測定其領

海範圍的基點之一，並向聯合國秘書長交存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點基線的

座標表和海圖，正當化公務船進入釣魚臺海域執法之依據，正面挑戰日本的管轄

權；77另外，原預定於十月末舉行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紀念招待會，以及日

                                                        
73〈中華民國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的立場與主張〉，《中華民國外交部》，2014 年 2 月 5 日，＜https:

//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C641B6979A7897C0&sms=60ECE8A8F0DB165D&s

=B803FFD6FD6148DD＞。 
74〈東海和平倡議推動綱領〉，《中華民國外交部》，2012 年 9 月 7 日，＜https://www.mofa.gov.tw/

News_Content.aspx?n=C14F8DEC157DDF51&sms=C6A181E8F32C2BBA&s=5DCC6BCBF4C9

B479＞。 
75〈外務大臣会見記録（要旨）〉，《外務省》，2012 年 8 月 7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

ess/kaiken/gaisho/g_1208.html#3-C＞。 
76〈《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5 年 10 月 9 日，＜

http://www.fmprc.gov.cn/diaoyudao/chn/flfg/zcfg/t1304550.htm＞。 
77 林賢參，〈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臺爭議－「安全困境」的觀點〉，《展望與探索》，2013 年

10 月，第 11 卷，第 10 期，頁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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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兩國政府間的交流等遭到中國方面的延期或是終止。78購島行為更激起中國的

民族情緒，中國有五十多個城市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抗議事件，燒毀日本國旗、

高喊「日本滾出釣魚島，保衛國土」的口號，並發出拒買日貨等行為，日本企業

也出走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國家，日中關係陷入到「政冷經冷」、「政凍經冷」的情

況，也使得日本和中國國民對對方國家的好感度下降，並處於低點。 

日本主張早在 1885 年以降，日本政府多次實地考察，再三確認釣魚臺列嶼

不僅僅是無人島，而且沒有受到清朝統治的跡象，將其定義為無主地，根據國際

法中無主地先佔的法理，在 1895 年 1 月劃歸為沖繩縣的島嶼；再加上，甲午戰

爭割讓台灣、澎湖等島的馬關條約，釣魚臺列嶼並不再其中。釣魚臺列嶼不包含

在《舊金山和約》第二條(b)內規定放棄對台灣、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

名義與要求；並且日本政府根據合約第三條將將北緯二十九度以南的南西群島交

由美國信託統治。79因此，釣魚臺並沒有任何主權問題，為日本固有的領土。但

是，日本購島事件，日中關係變得非常緊張，美國也呼籲日本和中國，應沉著冷

靜解決領土問題。 

 

【圖 3-4】日本民眾對中國和中國民眾對日本的好感度調查 

                                                        
78 中内 康夫，〈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緯と今後の課題―〉，

《立法と調査》，2012 年 11 月，第 334 巻，頁 69-84。 
79〈尖閣を巡る日中のゲームとその背景を読む〉，《nippon.com》，2014 年 11 月 14 日，＜https:/

/www.nippon.com/ja/features/h00081/?p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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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 8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 NPO 主催「東京－北京フォーラム」公

式サイト》，2012 年，＜http://tokyo-beijingforum.net/index.php/survey/8th-survey＞。 

野田首相期望藉由「購島」的手段，提高國民對內閣的支持度，但是成效不

彰。為了解決夏季的電力短缺問題，重新啟動關西電力公司的大飯核電站，和消

費稅增稅問題，消費稅將在 2013 年時，從原本的 5%調整到 8%，而後在 2015

年調升到 10%，引發日本國民的喧譁；再加上，民主黨內派系林立，黨內意見分

歧，使野田內閣在面對重大議題上意見皆難以整合，加深國民對內閣的不信任，

支持率持續下滑，內閣支持率更跌至 20%。野田首相以使消費稅增稅為支柱的社

會保障與稅制一體化相關改革法案，得以在參議院通過的條件為解散眾議院。80

法案通過後，在野的自民黨數度要求野田首相解散眾議院，因此，野田首相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正式解散眾議院，眾議院的選舉並訂於 2012 年 12 月 16 日舉

行。 

  

                                                        
80 竹中 治堅，〈なぜ野田首相は解散に踏み切ったのか〉，《nippon.com》，2012 年 12 月 13 日，

＜https://www.nippon.com/ja/column/g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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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安倍第一次內閣至野田佳彥政權為止，約六年的時間，日本首相大約一年

一任，而此時期的日中關係有如玩溜滑梯一般，上去時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摸索，

但是下去時卻是非常快速，一眨眼的時間就可以跌到低點。從安倍內閣開始，為

了避免日中之間的政治因素影響到經濟層面，積極改善與中國關係，因為日中之

間的經濟關係是相互依存，不能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損失日中之間的共同

利益。因此，安倍積極與中國建構戰略互惠關係，為避險戰略的「柔軟」避險，

以增進日本和中國之間的信賴合作，但是安倍並非一昧地採取和中政策，同時也

強化日本的安全保障戰略、深化日美同盟與防衛合作，以及提出「價值觀外交」

與「自由與繁榮之弧」，增進日本走向全面性對外關係。 

 接續首相的福田康夫首相，積極推動日本與亞洲鄰國改善外交關係，在對中

外交上延續安倍政權時所提出的與中國建構戰略互惠關係，並就一直無法取得共

識的東海資源共同開發事宜，在 2008 年 5 月胡錦濤訪日時，與之達成共識，於

同年 6 月 18 日發表《中日關於東海共同開發的諒解》，日中關係呈緩和發展。麻

生太郎首相持續推進日中戰略互惠關係，與中國建立友好的雙邊關係，亦指出日

中為互不可缺的夥伴關係。由於日民眾對自民黨的不信任，導致自民黨失去執政

權，由日本民主黨獲得執政權。鳩山由紀夫首相積極強化與中國的友好關係，重

建日中兩國高層熱線電話，以及建立兩國海上聯絡機制。 

 但是好景不常，2010 年 9 月 7 日，日本和中國爆發「閩晉漁 5179 號」船長

事件，中國不但取消中國官員訪日活動和交往，更停止航權、煤炭的協商，甚至

禁止中國稀土出口至日本等採取強硬手段，脅迫日本以達到目的，日中友好關係

開始下跌。2012 年 4 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購買釣魚臺的島嶼後，

日中的關係瞬間跌落到谷底，日中兩國的公務船皆常態性、頻繁地進入釣魚臺領

海與鄰接水域，進行執法以宣示主權，東海呈現「同存共管」的現狀以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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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也爆發大規模的反日，日中兩國國民更是對彼此間的好感度驟降，好感度處

於最低點。2012 年再度上任的安倍首相，面對比第一政權情勢更加緊張的日中

關係之外，日本國內亦有經濟、社會等問題，在一片混沌之下的安倍內閣該如何

因應，才能帶領日本邁向成為有自信、自豪的美麗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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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第二次內閣對中「避險」戰略 

 安倍晉三 2012 年 12 月 26 日順利回鍋成為日本第九十六屆首相，自民黨也

重新取回執政權。再度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面對比 2006 年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

更加混沌的政治困境，有經濟復甦、安全保障，以及緊張氣氛逐漸白熱化的日中

關係等局勢。因此，將內閣定名為「危機突破內閣」，意味著要帶領國民突破來

自國內及國外的威脅，邁向「正常化國家」，不再僅是經濟大國，也要成為政治

大國。本章分別檢視安倍的「危機突破內閣」如何走出日本的政治困境，第一節

分析安倍的「內部平衡」政策，對內改善日本經濟、強化安全保障決策、提高軍

備預算；第二節說明安倍在「外部平衡」戰略的作為，深化日美同盟，並提出「俯

瞰地球儀」的外交戰略，積極出訪以及拉攏東南亞國家，建構多邊關係，形成「自

由與繁榮之弧」；第三節分析安倍政權如何在日美同盟體制下，與美國、印度、

澳洲建立四國同盟，建構從印度到太平洋的海洋通道安全，以平衡中國崛起所帶

來的威脅。 

第一節  「內部平衡」－安倍三支箭與強化安保戰略 

由於野田首相不當處理購買釣魚台事件，以及日本景氣一直處於低迷的情況

下，野田首相於 2012 年 11 月 16 日才宣布解散眾議院，將眾議院選舉定於 12 月

16 日舉行。安倍晉三帶領著自民黨在第四十六屆眾議院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

利，自民黨政單獨獲得過半數的席次，一共取得 294 席次，睽違三年三個多月後

終於奪回執政權。2012 年 12 月 26 日安倍就任日本第九十六屆首相，並與公明

黨組成自公聯合政黨，在眾議院形成「絕對安定多數」穩定政權。安倍晉三是繼

吉田茂之後，再度回鍋首相的第二人。面對來自國內和國外不利於日本發展的局

勢，特別在經濟復甦、災後重建、安全保障，以及隨時可能引爆的日中關係上，

將內閣命名為「危機突破內閣」，表示將會帶領日本突破目前所面臨的危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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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安定政權。安倍上任後，在經濟方面，提出「安倍經濟學」，目的在使日本景

氣復甦；在安全保障方面，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局，以及增加

自衛隊的戰力。由於安倍內閣提出一系列強化日本的硬實力，獲得選民的認可，

增加國民對安倍政權的支持；再加上，自民黨在眾議院超過半數席次的氣勢下，

使得自民黨在 2013 年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勝利，自民黨得以完全掌握執政權，並

且擺脫「扭曲國會」的窘境，使得安倍晉三在參、眾兩議會上推行政策時，更為

順利表決通過，有利於建構長久且穩定的政權，進而使安倍所提出的政策有所聯

貫性以及持續性，逐漸使日本邁向安倍晉三心中所想的「美麗之國」。 

壹、 經濟方面 

安倍在 2012 年重新取回執政權後，日本經濟再生問題是安倍內閣最先處理

的問題，不但設置「經濟再生部」，並且重新啟動「經濟財政諮詢會議」，目的在

恢復「強有力的經濟」。1因為日本從 1990 年代開始到 2010 年代以來一直處在經

濟低迷的情況下，被稱為「迷失的二十年」。首先，日本從 1990 年代之後，GDP

年增長率年年下降，以及因為通貨緊縮，使得國民投資意願下降、企業資產變為

負債、日圓升值不利於出口等因素，致使設備投資低迷，一直處在需求不足的狀

態下；第二，日本人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形成相對謹慎的心理預期，固化了相

對保守的投資，如：超額儲蓄的方式，形成惡性循環；第三，日本面臨高齡少子

化的社會結構性問題，造成企業生產線外移，降低日本國內的投資機會；最後，

2011 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對日本的汽車、電子、半導體、鋼鐵、觀光等產業

受到嚴重打擊，種種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因素，致使日本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的狀態

下。2由於日本的經濟長期處在低迷的情況下，在 2010 年中國的 GDP 已經超越

了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在安倍 2012 年再度上任後，立即提

                                                        
1 安倍晉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2 蘇顯揚，《日本安倍經濟學的內涵與影響》。（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外匯市場法展基金會委託研

究計劃，2014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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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倍經濟學」的政策，以提振日本景氣的戰略，分別為大膽的放寬金融管制

政策、擴大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吸引企業投資之經濟成長戰略等，合稱為「安倍

三支箭」。目的是為了克服通貨緊縮的困境、糾正日圓匯率過高不正常的現象、

增加就業機會以減少貧富差距的擴大，提升國內產業效率與國際競爭力。 

 

【圖 4-1】安倍政權擺脫通貨緊縮與邁向「再生十年」的基本政策 

資料來源：蘇顯揚，《日本安倍經濟學的內涵與影響》。（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外匯市場法展基金

會委託研究計劃，2014 年），頁 66。 

以下分別為「安倍三支箭」的政策： 

一、第一支箭：大膽的金融政策 

（一）擴大一倍的通貨膨脹目標值 2%。 

（二）無上限的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年增加六十至七十兆日

圓）。 

（三）透過日本銀行投入資金發行建設國債，使公共建設得以進行，並加大資產

收購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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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訂日本銀行法，使政府與日銀可以簽定協議達成 2%的物價目標，並給

予政府可以解職日銀政府總裁的權力。 

第一支箭，目的在刺激通貨膨脹率上升，加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消費力與使

日本企業增加生產性投資，得以擴大日本市場內需，掃除國民對於通貨緊縮的

心態。因此，2013 年 1 月 22 日，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發表「共同聲明」透過

政策的合作，推出要在兩年內達成通貨膨脹率上升 2%，3作為「物價穩定目標」。

再者，最初日本銀行總裁白川方明，擴大量化寬鬆政策（早在 2001 年日本已有

實施量化寬鬆政策），為了創造指定金額的貨幣，減低銀行及市場的資金壓力，

但因無力扭轉長期通縮局面，且與安倍首相理念不合而請辭。2013 年由黑田東

彥接任日本銀行總裁，更進一步強化 QE 力道，採行「量質兼備寬鬆(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asing, QQE)」，即所謂的超大規模 QE，透過日本銀行投入資金

發行建設國債，將政府公債擴大到四十年期，並使平均期限延長至七年。再者，

擴大資產收購基金額度，使得公共建設事業得以進行，令資金流入市場。4
 

二、第二支箭：機動的財政政策 

（一）日圓大幅貶值刺激出口。 

（二）降低利率，促使企業借款投資。 

（三）大規模公共投資，透過投入二十兆日圓整備防災、基礎建設。 

（四）健全的財政再建 

第二支箭，2013 年 1 月 11 日安倍內閣會議決定了「邁向日本經濟再生的緊

急經濟對策」，藉由第一支箭，日圓大幅度貶值，有效擴大日本的出口外銷，鼓

勵外資投入加以活化股市，吸引外籍遊客大量赴日旅遊，增進市場活絡。另外，

                                                        
3 通貨膨脹率上升 2%的目標：為了脫離日本長達 20 年通貨緊縮的困境，促進經濟持續成長，而

所推動通膨目標制度，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達到 2%。 
4〈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中央銀行》，2012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

hment/411614744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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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入 10.3 兆日圓作為擴大公共支出，加速震災復興的腳步，並增加防災、

減災措施（耐震）等基礎建設；並提出更有彈性的財政、金融等政策，鼓勵民間

企業投資創新與研發尖端產業，創造日本六十萬的就業機會，使國民生活更有保

障，進一步帶動經濟復甦，使日本民眾及企業看好日本未來的經濟前景，得以盡

早擺脫通貨緊縮的狀況。 

二、第三支箭：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 

（一）利用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配合財政、金融政策提

高民間企業投資意願。 

（二）針對農業、醫療照護以及能源產業進行結構性改革。 

第三支箭，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並積極尋

求與歐盟、南韓等經濟貿易夥伴，配合財政跟金融政策的調整，以更低的關稅吸

引企業投資的意願和參與國際間的貿易活動，帶領日本走出經濟困局，更進一步

提升國內產業效率與國際競爭力。第二，鼓勵女性重回職場，構築自己的事業，

活用女性力量，形成不論男性或女性都可以事業與家庭兩者兼顧的社會環境；5再

者，積極投入開發尖端新事業，擴大民間投資，以及投入研發機器人、無線感應

器與人工智慧等科技；培育及活用特定領域產業人才，用以減輕因高齡少子化所

造成的社會負擔。成長戰略促使農林水產業成為成長產業，使其所得在未來得以

倍增成長；另外，也積極進行電力改革與開發日本周邊海域的能源，致力於創造

「強有力的經濟」日本，6因為「強有力的經濟」是日本的國力來源。 

                                                        
5 安倍晉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6 蘇顯揚，《日本安倍經濟學的內涵與影響》。（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外匯市場法展基金會委託研

究計劃，2014 年），頁 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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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勞動人口與就業人口數 

資料來源：〈アベノミクスのこれまでの成果〉，《内閣府》，2017 年 1 月 25 日，＜http://www5.c

ao.go.jp/keizai-shimon/kaigi/minutes/2017/0125/sankou_02-1.pdf＞。 

 

【圖 4-3】年輕人就業率降低、女性勞動率增加 

資料來源：〈経済社会の質に着目した アベノミクスのこれまでの成果〉，《内閣府》，2017 年 9

月 25 日，＜http://wic-net.com/pdftmp/3113_1_3_1523948127.pdf#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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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安全保障方面 

安倍在上任後，立即進行經濟改革，除了提升日本的經濟和技術實力以外，

還必須要強化外交以及防衛能力。因此，徹底對日本的安全保障體制進行改革亦

是當務之急，由於日本領土、領空、領海的主權持續受到挑釁，日本周圍環境的

安全日益嚴峻。2012 年 12 月 17 日，即將上任的首相安倍晉三招開記者會，闡

述未來的施政綱領，指出：「（尖閣諸島）日本固有領土，沒有談判餘地」，同時

也提到日本人在中國進行很多投資，日本和中國的經濟發展互相依存不可或缺，

應該回到戰略互惠關係上，意味著安倍首相希冀日中關係可以走向「政經分離」

的原則，政治問題不應該去影響到經濟，也不以經濟當作威脅彼此的工具，才可

以創造有利於日中雙贏的局面；並在記者會上提到，未曾在 2006 年至 2007 年首

度擔任首相期間，參拜靖國神社「悔恨至極」，認為參拜靖國神社不應該發展為

外交問題，暗示將在此次任期上赴靖國神社參拜。 

安倍晉三在 2013年 2月 22日在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Japan is Back”（日本回來了！）

演講，演講中指出日本現在有三個必須實踐的事情，第一、隨著亞太地區和印太

地區日趨繁榮，日本需「扮演推動制定規則的角色」；其次為日本必須「持續扮

演全球公約的守護者」，最後則是必須「與美國和其他區域內理念一致的民主政

體密切合作」，充分顯示強化日美同盟關係；針對釣魚臺議題持強硬的態度，表

示「日本對其擁有的領土主權，無論在歷史或是法律上都確定無疑」以及「絕對

不允許對日本主權的挑戰」，但同時也指出願意與中國進行對話，試圖緩解日中

之間的爭議。7為了堅決捍衛日本領土、領空、領海的主權，安倍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的施政方針中表示，將會增加自衛隊防衛戰力、制訂《新防衛大綱》，以及

創設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與國家安全保障局等，進行安保體制上的改革。 

                                                        
7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ebruary 22, 2013, ＜htt

p://www.mofa.go.jp/announce/pm/abe/us_20130222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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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安倍也提及日中關係是最重要的兩國關係之一，不應該因為個別問題

而影響到雙方的總體關係，期望可以從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起始點，對話大

門始終敞開。8安倍並沒有因為日中關係惡化，而放棄對中交往的政策，早在 1

月 22 日安倍委請公民黨黨魁山口那津男攜帶親筆信致予中國主席習近平，信中

表示希望日中可以重新開啟對話管道，透過對話盡早解決主權問題，尋找雙方皆

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習近平僅表示將會認真考慮日中雙方對話的事宜。但是中國

公務船常態化進入釣魚臺十二海浬的領海內進行巡航宣示主權，以及中國軍機逼

近日本的領空與航空識別區次數提升，雙方引爆衝突的風險增加；9再加上，中

國方面認為日本無法直接面對過去歷史，日中緊張關係持續升高，兩國的對話管

道持續緊閉，絲毫沒有進行對話的可能性，日中除了在政治上彼此的互信感非常

低以外，兩國國民對彼此的好感度持續降低。 

 

【圖 4-4】日本民眾對中國和中國民眾對日本的好感度調查 

資料來源：〈「第 9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言論 NPO 主催「東京－北京フォーラム」公

式サイト》，2013 年，＜http://tokyo-beijingforum.net/index.php/survey/9th-survey＞。 

                                                        
8 安倍 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228siseuhousin.html＞。 
9 林賢參，〈安倍晉三內閣對中共安全保障政策〉，2014 年 5 月「中日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學

術研討會」，頁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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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 12 月 26 日的首相就任記者會上表示，提出將積極設置以首相官

邸為中心的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10此會議

將會成為統籌一切有關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及國家戰略的「司令塔」；安倍

首相也提升內閣的力量用以強化日本的安保體制。11為了因應釣魚臺列嶼的緊急

狀況，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安倍將首相官邸的資訊聯絡室改為監控臨接海域

的官邸對策室，以及確立國防大綱的方針。2013 年 1 月 3 日，相隔十一年後，

首次訂定增加國防預算的方針；12
2 月 8 日為了制定《新防衛大綱》，再度啟動「關

於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懇談會」（安全保障の法的基盤の再構築に関する懇談

会），13召開相關的專家會議，因應日本現今所面臨的安全保障危機事態（東海

及南海的局勢變化），以及穩定亞太區域的安全與繁榮。14並且探討集體自衛權

問題與調整憲法等各種相關問題研究，建立與時俱進且具有實效性，適合日本的

安全保障法律制度，使日本不在拘泥於個體自衛權，轉成集體自衛權，15不但增

加決策與實施對策的靈活度，最重要是增加日本與別國進行協作的空間，進而強

化日美同盟。16
  

                                                        
10 安倍所提出設置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是以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為範本機構。 
11 安倍 晋三，〈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就任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12 年 12 月 26 日，＜https:/

/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2/1226kaiken.html＞。 
12 小川 榮太郎著，呂美女、陳佩君譯，《安倍再起日本再生》（国家の命運 安倍政権奇跡のド

キュメント）。（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 152-171。 
13 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2006-2007 年)曾經設立「關於重建安全保障法律基礎懇談會」，但因為安

倍突然辭職下台，懇談會因而停滯，直至 2013 年 2 月懇談會再度開啟。 
14〈安全保障の法的基盤の再構築に関する懇談会〉，《首相官邸》，2013 年 2 月 8 日，＜https://

www.kantei.go.jp/jp/96_abe/actions/201302/08anzenhosyo.html＞。 
15 集體自衛權：意味著當同盟國中的一國遭受到攻擊時，即視為對同盟國整體之攻擊，可以給

予武力協助，同盟國之間要相互保衛，共同維護安全， 
16 細谷 雄一，〈〈「平和主義」と「国際協調主義」の両立へ向けて〉，《nippon.com》，2014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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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個體自衛權和集體自衛權的差別 

資料來源：〈集団的自衛権いる？いらない？〉，《openfly.jp》，2014 年 10 月 13 日，＜http://open

fly.jp/csd/＞。 

2013 年 2 月 15 日，安倍設立並出席「關於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專家會

議」（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の創設に関する有識者会議），針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情勢

設立了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進行討論。經過多次討論後，於 6 月 4 日安倍內

閣確定《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創設關聯法案》，同日送交國會審議設立法案；11 月

27 日原本的名稱經修正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法案審議通過。2013

年 12 月 4 日「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正式運作。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將作為日本外

交與安全的最高決策機構，依照情況緊急的程度，招開不同程度的會議，利於內

閣更有機動性且靈活的制定決策，分為平時、必要時、緊急時三個等級，國家安

全保障會議的議長由首相擔任，並由首相召開會議。 

「平時」狀況的機制是由首相、官房長官、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組成的「四

大臣會議」，原則上兩週召開一次會議，主要在擬定與國家安全相關戰略，以及

對外政策基本方針等相關重要事項（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再者，當審議國防的基本方針、防衛計畫大綱、派遣自衛隊行動、協助

國際維和行動等重要事項（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

款，以及第十三款），除了四位大臣以外，還需要加上總務、財務、經濟產業、

 



93 

 

國土交通大臣，以及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等九位，決定具體對策，稱為「九大

臣會議」；最後，當國家面臨重大緊急情勢，包含遭受到武力攻擊、遇到存立危

機等（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因應緊急事態時所建

立的體制，由首相、官房長官，以及首相事先提名的官員，出席「緊急狀態會議」，

決定基本的對策和方針。17
 

 

【圖 4-6】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原野 城治，〈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日本版 NSC）が発足〉，《nippon.com》，2014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nippon.com/ja/behind/l00050/＞。 

                                                        
17〈国家安全保障会議設置法〉，《首相官邸》，2015 年 9 月 30 日，＜http://www.kantei.go.jp/jp/si

ngi/anzenhosyoukaigi/konky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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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 7 日在內閣官房下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執行機構「國家安

全保障局」，目的在分析情報資訊、協助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事務局，以及規劃

和綜合調整有關於國家安全保障的外交、防衛政策的基本方針等重要事項，由谷

內正太郎出任國家安全保障局局長，平時需要與內閣危機管理監進行緊密的聯繫

合作，助於應對緊急危機情況。18安倍內閣也於 2013 年 12 月 6 日通過了《特定

秘密保護法》，目的在保護與國家外交，以及安全保障相關的機密情報，防止情

報洩漏，助於推進日本與同盟友好國家在交換與共享軍事合作等重要情報上的保

護機制。 

 

【圖 4-7】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內閣官房的組織圖 

資料來源：〈「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について（説明資料）〉，《内閣官房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設置準

備室》，＜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_yusiki/dai6/siryou1.pdf＞。 

【表 4-1】《特定秘密保護法》概要 

特定秘密的指定 

 「特定秘密」由內閣官員等行政機關的長官指定。 

 對象：防衛、外交、防諜和防恐四大領域中，因情報洩露

而對國家安全保障恐生重大不利影響時，有必要將其指定

為「特定秘密」。 

指定的有効期限 
 指定的有効期限為 5年，可多次延長。超過 30年者，需

得到內閣批准。 

                                                        
18〈国家安全保障局〉，《内閣官房》，2014 年 1 月 7 日，＜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an

zenhosy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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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長期限為 60年。但有關下列七項情報例外。 

 （1）武器、彈藥、飛機等（2）與外國政府、國際機關的

談判（3）諜報活動的手法及能力（4）有關人員資訊來源

的情報（5）暗號（6）外國政府、國際機關以 60年以上

為條件提供的情報（7）基於上述各項，由政令規定的重

要情報。 

 對已失去秘密指定條件的，有限期內亦可予以解除。 

涉密人員的適應

性評估 

 涉密人員，必須接受「適應性評估」。 

 但是，行政機關首腦、政務三役（內閣任命的大臣，副大

臣，政務官）、首相助理等可不接受適應性評估。除行政

機關職員外，與行政機關有業務契約者也屬適應性評估對

象之列。 

 評估將涉及與恐怖政治的關係、犯罪經歷、精神病史、飲

酒程度、經濟狀況等。 

對洩密者的懲罰

條例 

 涉密者洩密，將處以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通過欺騙、威脅、闖入有關設施、非法入侵電腦獲取機密

情報者，將處以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合謀、教唆、鼓動洩密，將處以 5年以下有期徒刑。 

延伸解釋適用 

 公民的基本人權不得受到侵害，對國民知情權的保障和新

聞的自由，必須予以充足的考慮。 

 從事出版和新聞報導者的採訪活動，只要出於公共利益之

目的，且沒有違法或採取不當手法，則屬正常的業務行為。 

付則（設置可信

賴的第三方機構

等） 

 自公布日後一年內以政令規定之日起實施。 

 實施開始後 5年內如沒有特定秘密的行政機關，將失去處

理特定秘密的權限。 

 就有關指定或解除特定秘密的標準，政府將研究設置獨立

的新機構，採取必要措施，以驗證監察其是否有益于安全

保障。 

資料來源：〈日本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nippon.com 中文》，2014 年 1 月 20 日，＜https://

www.nippon.com/hk/features/h00044/＞。 

 安倍上任後，制定新的防衛計畫大綱，並凍結民主黨執政時提出的防衛計畫

大綱，因為其防衛計畫大綱，不足以應付現今的國際情勢。在 2013 年 12 月 17

日的內閣會議中，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平成 26 年度(2014)以降防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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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大綱》與《平成二十六年度(2014)～平成三十年度(2018)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

畫》等三大綱領性安保文件，是繼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之後，安倍內閣在安全

保障政策上的另一項重要支柱，合稱為「安保三支箭」。《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為

安倍內閣會議通過以國際協調主義「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為基本理念，日本外交和防衛為核心的國家安全保障基本方針，建構無間

隙、具有實效性的自衛隊現代化戰力，提高日本在安全保障的強韌性，維護國家

安全與利益。此外，安倍首相於 2013 年 9 月時，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

「積極和平主義」，將之做為安倍政權的外交與安保政策的核心，並將與美國共

同攜手積極扮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定。因此，安倍的「安保三支箭」是基於國際

協調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為支柱，目的在維護日本的安全以及亞洲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的同時，也積極為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及繁榮做出貢獻。19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表示到日本目前面臨的國家安全保障問題，由於國際

的力量平衡發生變化，對國際政治產生極大的影響，使國際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太

平洋；另外，日本所處在的東北亞地區，聚集了擁有大規模軍事武力，甚至擁有

核武器的國家們，更顯現出亞洲獨特的戰略環境。特別指出中國，其軍事實力大

幅度且不透明的迅速增強，並試圖以力量改變東海以及南海的現狀，種種因素引

發日本的擔憂。20《平成 26 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制定日本未來十年的戰略

防衛方針，以國際協作主義的「積極和平主義」角度出發，建構綜合防衛體制，

加強遏制和應對各種事態的體制，並在外交方面進行緊密的政策合作，強化日美

同盟，及積極推進與各國在雙邊和多邊安全保障合作。 

新版《防衛計畫大綱》建構具有高實效性的「統合機動防衛力」，替代 2010

年菅直人內閣時期提出「動態防衛力」。「統合機動防衛力」強化陸上、海上、航

                                                        
19〈第 68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6generaldebate.html＞。 
20〈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防衛省》，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mod.go.jp/j/app

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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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自衛隊一體化的聯合作戰，提高裝備運用水準，進一步增加行動量的同時，使

支撐各種行動的防衛力量保持必要且充分的「品質」和「數量」，增加日本自衛

隊的威懾力和應對能力，也強化日美防衛合作。21為了有效地遏制及應對各種事

態，將防衛重點著重於：確保周邊海空域的安全、針對島嶼部的攻擊、應對彈道

導彈攻擊、應對太空及網路空間、應對大規模災害等問題上。並且確保訓練與演

習、防衛合作與交流以及海洋安全保障，有助於推進國際和平合作行動以及援助

能力建設等活動。22
 

《平成二十六年度～平成三十年度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具體化 2014

年至 2018 年五年期間的《防衛計畫大綱》內容。包含增加二十四兆六千七億日

圓的國防軍費、主力部隊的調整（陸上自衛隊、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購

買武器軍備、擴增自衛隊人數，用以加強自衛隊軍事威嚇力；另外，由於日本釣

魚臺購島事件，引發中國持續且頻繁的出入日本周邊海域，宣告中國在釣魚台列

嶼的主權，日本航空自衛隊的戰鬥機緊急起飛，應對侵入者的次數逐年提高，特

別在 2016 年時針對中國侵入的次數而起飛，高達 851 次，為近年來最多的一次。

為了確保日本自身的安全，日本積極充實西南海域（釣魚臺列嶼）的防空事態、

強化島嶼警戒監視系統、配置常駐部隊等，以確保日本在海上與空中的控制能力。

而若是當日本的島嶼受到進犯時，將通過飛機及艦艇對地射擊壓制敵方，而後再

由陸上自衛隊登島實施奪島作戰。由此可以看出，今後日本的防衛焦點在強化西

南海域與離島地區的防衛措施，以應對中國在東海地區強勢姿態所造成的威脅。

23
  

 

                                                        
21〈平成 26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防衛省》，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

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dpg-j.pdf＞。 
22〈平成 28 年版 防衛白書〉，《防衛省》，2016 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

13/pc/2013/＞。 
23〈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 26 年度～平成 30 年度）について〉，《防衛省》，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chuki_seibi26-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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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自衛隊主力部隊的調整 

主力 

部隊 
調整內容 採購內容 數量 

陸上 

自衛隊 

新編陸上總隊，將 2個師團

及 2個旅團改編成為 2個機

動師團和 2個機動旅團，新

編沿海監視部隊和警備部

隊，新編水陸機動團。 

機動戰車 99輛  

裝甲車 24輛  

水陸兩用車 52輛  

旋翼機 17架  

運輸直升機（CH-47JA） 6架  

地對艦導彈 9個中隊  

中距離地對空導彈 5個中隊  

戰車 44輛  

火砲（不包括迫擊炮） 31輛 

海上 

自衛隊 

增加護衛艦，引進新型護衛

艦（應對多種任務，船體緊

湊化）。以 1艘裝備直升機的

護衛艦與 2艘搭載宙斯盾系

統的護衛艦為中心，組成 4

個護衛隊群，同時保持由其

他護衛艦組成的 5 個護衛

隊，並增加潛艇數量。通過

繼續完善 P-1，維持固定翼

巡邏機（P-1/P-3C）的體制。 

護衛艦（搭載宙斯盾系統的

護衛艦）  

5艘（2艘） 

  

潛艇  5艘  

其他  5艘 

自衛艇建造合計（噸數）  
15艘（約 5.2

萬噸） 

P-1型反潛機  23架  

哨戒直升機（SH-60K）  23架  

多用途直升機（艇載機） 9架 

航空 

自衛隊 

將戰鬥機部隊的 1個飛行隊

移至那霸基地，在警戒航空

部隊新編 1個飛行隊，統籌

具有訓練支援功能的部隊。

在空中加油和運輸部隊新組

建 1個飛行隊，增加到 2個

飛行隊。 

新預警（管制）機 4架 

戰鬥機（F-35A） 28架  

戰鬥機（F-15）現代化改良 26架  

新空中加油運輸機 3架  

運輸機（C-2） 10架  

提高愛國者地對空導彈能

力（PAC-3 MSE） 

2 個大隊及

訓練需求 

共同 

部隊 
 滯空行無人機 3架 

資料來源：〈2014 防衛白皮書〉、〈2015 防衛白皮書〉等資料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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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012 年後日本航空自衛隊應對中國侵入緊急起飛的次數 

年度 次數 

2012 306 

2013 415 

2014 464 

2015 571 

2016 851 

資料來源：〈2017 防衛白皮書〉，《防衛省》，2017 年，＜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

/2017/DOJ2017_Digest_CH.pdf＞。 

安倍內閣基於《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 2014 年 4 月 1 日內閣會議中，通過

「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 1967 年頒布實施的「武器出口三原則」，放寬對

外輸出武器與軍事技術的限制，在「積極和平主義」的國際合作主義精神下，為

國際社會的和平和安定有所貢獻貢獻。「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第一，明顯妨礙

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時，不轉移（出口）防衛裝備；第二，對允許轉移的情況進

行限制和嚴格審查；第三，進口方將防衛裝備用於目的以外或向第三國轉移時，

需要取得日本方面，事先的同意並置於妥善管理之下。24與「武器出口三原則」

相比，「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更加明確防衛裝備轉移相關的具體標準、程式及

控制，採內外皆透明的方式公開資訊。除此之外，日本更進一步推動與美國等國

家的防衛裝備和技術合作等必要的防衛措施。25
 

                                                        
24〈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について〉，《防衛省》，2014 年 4 月 1 日，＜http://www.mod.go.jp/j/pres

s/news/2014/04/01a.html＞。 
25〈平成 27 年版 防衛白書〉，《防衛省》，2015 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

15/html/n2241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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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大綱及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與年度預算之

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2015 防衛白皮書〉，《防衛省》，2015 年，＜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

/2015/H27DOJ_Digest_CH_web.pdf＞。 

 

【圖 4-9】日本國防預算總額推移圖 

資料來源：〈平成 28 年版 防衛白書〉，《防衛省》，2016 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

wp/wp2013/pc/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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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外部平衡」－深化日美同盟與東南亞海洋國家 

壹、 深化日美同盟為主軸 

安倍晉三為了要打造強大的日本，除了強化國內的經濟、軍事實力以外，亦

要提升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因此，安倍第二次內閣，除了納入第一次安倍內閣

時期的外交主軸「自由與繁榮之弧」精神，並加入「價值觀外交」作為安倍的外

交政策之基本理念。但是，安倍此次內閣最重要的「外部平衡」，即為「深化日

美同盟」，因此，安倍晉三從 2012 年 12 月眾議院選舉獲勝後的演說、記者會等，

多次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以及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安保的主軸。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的施政報告當中，表示今後內閣的外交原則，將以地緣考量的「戰略

外交」、普世價值的「價值觀外交」，以及外交自主守護國家利益的「主張外交」

為安倍內閣的基本原則。26而日本外交的軸心在於日美同盟，在政治、經濟、安

全保障上，將會緊密日美同盟的關係，強化日美在防衛裝備與技術合作、擴大日

美的聯合訓練和演習、聯合收集情報/警戒監視/偵察(ISR)活動合作，提升日美安

保體制的威懾力與應對能力。27
 

安倍首相於 2013 年 9 月 26 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積極和平主

義」，基於國際合作主義的支柱，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更加積極的為國際社

會做出貢獻。28並在日美同盟的基軸下，結合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的「轉向亞太」、

(pivot to Asia-Pacific)、「亞太再平衡」(the Asia-Pacific Rebalance)戰略，與美國共

同攜手積極扮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定。安倍首相於 2013 年 2 月 23 日訪問完美國

歐巴馬總統的記者會表示，日美間的羈絆和信賴關係已經恢復，緊密的日美同盟

                                                        
26 安倍 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228siseuhousin.html＞。 
27〈平成 27 年版 防衛白書〉，《防衛省》，2015 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

15/html/n2241000.html＞。 
28〈第 68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6generaldeb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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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復活。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將會進行的合作戰略：第一，在安全保障方面，

除了進行國防改革以外，擴展日美在防衛上的合作內容，並且活用「2+2」會議

機制，以及盡早完成美軍基地遷移與駐日美軍重編事宜，有助於強化日美同盟的

合作關係；第二，根據亞太區域情勢，日本和美國建立在法治的合作；第三，經

濟方面，安倍首相在 2013 年 2 月 22 日訪問美國時，向歐巴馬總統表示無法事先

承諾撤除所有關稅，以及需要再加以探討的項目採取例外措施，獲得歐巴馬總統

的諒解。29因此，在 3 月 15 日時，日本宣布參加 TPP 的協商，提出加入 TPP 意

願，但條件是米、麥、砂糖等 5 項目農產品例外，不列入廢除關稅談判。30安倍

內閣加入 TPP 交涉的原因在於，不但與安倍經濟學的經濟增長戰略掛勾，提升

日本經濟改革效果，也助於與美國共同建構亞太區域經濟圈，增加日本在亞太地

區的影響力。 

2013 年 10 月 3 日，日本的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和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與美

國的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和國防部長黑格(Chuck Hagel)，在東京舉行日美安全

保障協議委員會「2+2」會議，雙方就 2014 年底前完成〈日美共同防禦指針〉（日

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修改達成協議，擴大雙方在安全與防衛領域的合作，

包括灰色地帶事態合作在內，建立應對從平時到各類事態發生時的「無疏漏」合

作體制，建構更強力的日美同盟體制。此外，新版〈日美共同防禦指針〉除了鞏

固日美關係以外，更再次指出釣魚臺（尖閣諸島）列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事

實上，早在 2012 年 12 月時，美國參眾兩會已經通過將釣魚臺列為《日美安保條

約》第五條適用範圍的國防授權法案，以嚇阻中國的行為。31美國歐巴馬總統更

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訪問日本時，首次由美國總統正式提出，確認釣魚臺適用《日

                                                        
29 安倍 晋三，〈内外記者会見〉，《首相官邸》，2013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

96_abe/statement/2013/naigai.html＞。 
30〈TPP（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交渉への参加〉，《首相官邸》，2013 年 3 月 15 日，

＜https://www.kantei.go.jp/jp/headline/tpp2013.html#tpp_001＞。 
31 林賢參，〈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臺爭議－「安全困境」的觀點〉，《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

第 10 期，2013 年，頁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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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保條約》第五條，並將會對挑釁釣魚臺主權的行為做出反應。32但是美國也

向日本表示，面對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時，必須要謹慎處理，以期降低東海的危

機局勢。 

貳、 提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海上執法能力 

為了增加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安倍晉三在 2013 年 1 月 28 日的所信表明演

説上表示：「外交，不是要單純盯著周邊諸國關係，而是要像看著地球儀一樣俯

瞰全世界，立足於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制支配等基本價值觀，開展戰

略性外交。」33，所以安倍的構想也被稱為「俯瞰地球儀外交」或稱「地球儀外

交」。而後，安倍晉三在 2013 年 10 月 15 日，所信表明演說時表示：「就任總理

以來的十個月裡，我以俯瞰地球儀的視點，訪問了二十三個國家，總共舉行了一

百一十多次首腦會談。」34除了首相以外，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務大臣岸田文雄

和經濟再生擔當大臣甘利明等內閣閣員也積極訪問外國，目的是為了將日本重新

帶回國際舞台，並與擁有「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治」等價值觀的各個

國家合作，強化日本與周邊國家的聯絡機制，建構多邊關係，深化國際間的國家

對日本的支持與依賴，營造對日本有利的談判環境與籌碼，使日本在面對各方面

日益壯大的中國，能夠「平衡」中國崛起所衍生的潛在威脅，形成足以與之抗衡

的力量。 

再次上任的安倍，繼承外祖父岸信介的戰略外交構想，跟隨其腳步，將首相

最初的出訪地點選在東南亞，2013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訪問了越南、泰國和印

尼。在 1 月 18 日訪問的最終站—印尼時，表示與東協關係是日本外交「最重要

                                                        
32〈日米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2014 年 4 月 24 日，＜http://www.mofa.go.jp/mofaj/na/na

1/us/page3_000755.html＞。 
33 安倍 晋三，〈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34 安倍 晋三，〈第百八十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1015shosh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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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柱」，並且宣布日本的「東南亞外交五原則」，35與東南亞國家建構多邊關係，

提供東南亞國家政府開發援助，36並助於美國「再平衡」戰略，深化日美同盟。

日本對東協的援助內容，可分為經濟援助以及技術合作兩方面。經濟援助方面，

協助東南亞國家進行大型建設、打擊貧窮等計畫；技術方面，協助東南亞國家完

善基礎建設，特別是在高速公路、港口、核電站、開採稀土、資訊技術、防洪設

施等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為亞洲地區的穩定做出貢獻。2015 年版

《ODA 白書》列出 2014 年日本對東亞援助金額表中，最大援助國是越南，其他

依次是印尼、菲律賓、泰國、緬甸、中國、柬埔寨、蒙古、寮國、馬來西亞、東

帝汶，同時 2015 年的白皮書也提及將取消對中國的援助。37
 

此外，東南亞地區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國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煤、

石油、天然氣、水資源等天然資源，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達成能源合作可以紓解日

本的能源缺乏的壓力。對日本而言，最重要是東南亞國家地處於日本重要的經濟

航道上－南海，因此，日本積極拉攏東南亞國家，也與東南亞國家簽訂軍事戰略

的合作，藉由與南海周邊國家合作，除了保持南海的通道航行自由以外，以及牽

制中國日益在海上強勢的姿態，避免南海成為中國的海，加以有效抑制中國在東

南亞的影響力。此外，日本在 2015 年版《ODA 白書》中描述，日本對東協的援

助基於「東協各國位於日本海上要道的位置；同時，很多日本企業活動等也與其

締結強大經濟關係，政治、經濟兩方面對日本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地區。東協

                                                        
35 東南亞外交五原則：第一，日本要與東協國家共同創造相同價值觀（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

普世價值觀）；第二，由法律而非力量支配的自由、開放的海洋是公共財產，日本願與東協國

家全力維護海洋權益和航行自由；第三，積極推進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貿合作，促進投資，

推動日本經濟復甦，並與東協各國共同繁榮；第四，與東協國家發展與守護亞洲多樣文化；

第五，促進日本與東協各國年輕人的交流。 

  相關參考：安倍 晋三，〈開かれた、海の恵み ―日本外交の新たな 5 原則―〉，《首相官邸》，

2013年 1月 1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0130118speech.html＞。

註：原定於訪問印尼國會時，發表之內容，但是因發生非洲阿爾及利亞日本企業員工遭到恐

怖組織綁架事件，安倍首相緊急返回日本，未能發表演講，改以新聞稿之方式發表演說，並

將演說內容豋在首相官邸的網站。 
36 白石 隆，〈安倍首相の東南アジア訪問で示された日本外交の新 5 原則〉，《nippon.com》，2013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nippon.com/ja/column/f00016/＞。 
37〈2015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日本の国際協力〉，《外務省》，2016 年 11 月 7 日，＜http://www.mof

a.go.jp/mofaj/gaiko/oda/press/shiryo/page23_000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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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以構築共同體為最大目標，加強地區內互補和縮小發展懸殊。日本基於

配合東協這些方面，以加強互補性和縮小懸殊為軸，實施著 ODA 來支援東協基

礎設施建設、加強法制、海洋安全、防災、保健醫療、構築和平等。」38
 

 

【圖 4-10】日本的援助實績 

資料來源：〈2015年版開発協力白書日本の国際協力－第 2節 地域別の取組 東アジア地域〉，

《外務省》，2016 年 11 月 7 日，＜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37914.pdfl＞。 

2012 年中國為了在南海的島礁上體現主權，不但增加在南海水域的海軍巡

邏以及軍事演習等活動；更利用高科技駁船和吸砂船的方式，從海底吸砂堆積在

岩礁和珊瑚礁上，形成面積達兩千英畝的人工島嶼，並在島上建構機場跑道、港

口等具有軍事化特徵的基礎建設。39中國在南海的行為，不但引發南海主權聲索

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也導致美國以「航行自由」為名，派遣軍艦與軍機在爭議島

礁周邊活動，確保南海區域的航運和空運線路暢通。40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領

                                                        
38〈2015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日本の国際協力〉，《外務省》，2016 年 11 月 7 日，＜http://www.mof

a.go.jp/mofaj/gaiko/oda/press/shiryo/page23_000988.html＞。 
39〈中國南海造島結束 設施建設仍將繼續〉，《端聞》，2015 年 8 月 10 日。＜https://theinitium.co

m/article/20150809-dailynews-china-1/＞。 
40 林賢參，〈日本「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之戰略意涵及其實踐〉，2016 年 12 月「新時代的台

日關係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對話研討會」，頁 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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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主權爭議，以及中國單方面在南海開採石油等一系列，使南海爭議逐漸白熱化

的行為，影響了日本在南海上的航行安全。因此，安倍內閣為了確保海洋通道的

安全，強化與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的海上執法能力，並與東南亞國家進行

軍事訓練、演習等合作。此外，日本內閣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法案，利

於日本將武器裝備提供給東南亞國家，牽制中國在南海的實力支配，維護海洋航

道自由與安全。 

 

【圖 4-11】南海水域爭議圖 

資料來源：〈新聞背景：南中國海緣何爭端不斷？〉，《BBC 中文網》，2016 年 7 月 12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7/160712_backgrounder_south_china_s

ea_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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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幾個國家進行說明：第一，與馬來西亞達成強化海上防衛、海上執法

機關的合作，以確保麻六甲海峽航行通道的安全，穩定南海的局勢；41第二，2013

年 7 月 27 日，安倍首相訪問菲律賓，與菲律賓總統艾奎諾三世(Aquino III)進行

會談，不僅促進了日菲在經濟上的合作，更確認日菲海洋協議的重要性，加強海

上的安全合作，針對兩國的海上執法機關與軍隊進行共同訓練，以及日本提供十

艘巡邏艇強化菲律賓的沿岸警備隊的能力，42菲律賓允許日本自衛隊的飛機和艦

艇使用菲律賓的港口，並且就簽訂防衛裝備及技術轉移協定達成了基本協議，43

日菲在安全保障上聯手合作，以達到牽制中國的作用。 

第三，與越南進行海軍聯合軍演、有關軍備及技術合作談判、日本支援越南

運用部隊技術等，以提升越南國防能力，日越高層頻繁互訪。44在 2015 年 11 月

6 日，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訪問越南，與越南國防部長進行會談達成協議，就日

本海上自衛隊的船艦停靠在越南的南部地區，面向南海的金蘭灣(Cam Ranh Bay)

海軍基地，不僅便於日本護衛艦等前往接受補給，更達到提升對中國的威懾力；

45第四，從地緣政治上來看，緬甸連結著印度洋，處於重要戰略位置，因此，安

倍內閣積極支持緬甸進行民主轉型、法治化等，提供緬甸九百一十一億日圓的政

府開發援助，協助民主化的緬甸經濟起飛，加強日緬在政治的往來，以及強化與

緬甸在軍事合作問題達成共識，希冀可以降低緬甸對中國的依賴，進而達到平衡

中國在南海區域的威脅。46
 

                                                        
41〈日・マレーシア首脳会談及びナジブ首相主催晩餐会(概要) 〉，《外務省》，2013 年 7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4_000130.html＞。 
42〈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2013 年 7 月 27 日，＜http://www.mofa.go.jp/

mofaj/kaidan/page3_000326.html＞。 
43〈日菲首腦就簽定防衛裝備轉移協定達共識〉，《BBC 中文網》，2015 年 11 月 19 日，＜http://

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1/151119_japan_philippines_defence＞。 
44〈日越防長會談確認加強合作牽制中國協議〉，《BBC 中文網》，2015 年 11 月 6 日，＜http://w

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1/151106_japan_vietnam_relations_defense＞。 
45 宋鎮照、蔡相偉，《大國戰略：安倍晉三和歐巴馬政府的東南亞區域發展競合》。（台南：國立

成功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114-119。 
46〈岸田外務大臣のミャンマー訪問（概要と評価）〉，《外務省》，2014 年 3 月 24 日，＜http://w

ww.mofa.go.jp/mofaj/s_sa/sea1/mm/page3_000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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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2014 年 10 月 20 日，佐科威(Joko Widodo)就任印尼總統，表示印尼

應該找回海洋文化、發展漁業、並且藉著改善海上運輸與港口建設，積極發展印

尼的海洋外交，完善印尼的海洋實力，使印尼成為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海洋

大國」。47在 2015 年 3 月 23 日，印尼總統佐科威訪日，與安倍首相進行會談，

會中安倍指出：「同樣作為海洋國家和民主國家，希望強化日本與印尼的互惠夥

伴關係，一起為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有做出貢獻。」48。會談後，日本

和印尼在安全合作上，簽署《防衛合作交流備忘錄》，加強雙方在海洋領域方面

的合作，協助印尼提升海上安保能力。2015 年 12 月 17 日，首次舉行日本和印

尼外交與國防部長的「2+2」磋商會議，就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的行徑，引發南

海地區緊張局勢進行討論，日本和印尼雙方皆同意加強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進

而牽制中國在南海的行動。49
 

安倍內閣非常重視東南亞外交的原因為東南亞是美國重返亞太重要舞台，為

日美同盟涵蓋範圍的延伸，是制衡中國最重要的區域。因此，安倍增加與東協國

家在經濟、軍事、能源等合作關係，同時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聯絡機制，提升日

本的國際地位，也深化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支持與依賴，降低中國在亞太區域的

影響力；此外，安倍為了要帶領日本走出經濟不景氣的狀況，強化與東南亞國家

的經濟貿易投資，借助東南亞經濟發展之動力，促使日本經濟復甦，降低日本對

中國經濟和市場的依賴。由於安倍內閣對東南亞國家的重視，以及中國原物料及

工資成本提高、土地價格與以往相比提高，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逐漸被東南

亞國家取代；再加上，日本和中國之間糾紛不斷，處在危機隨時可能會引爆的情

                                                        
47 宋鎮照、洪鼎倫，〈印尼海洋強國發展之路〉，《地區產業整合發展計畫》，2018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srido.org.tw/masterblog/18＞。 
48〈日本・インドネシア共同声明「－海洋と民主主義に支えられた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

更なる強化に向けて－〉，《外務省》，2015 年 3 月 23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

000072694.pdf＞。 
49〈日本與印尼提升國防合作應對南海問題〉，《BBC 中文網》，2015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

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12/151217_japan_indonesia_s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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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許多日本企業紛紛開始考慮延後或取消在中國的投資計劃，轉向到東南亞

國家進行投資計劃。 

安倍外交除了著眼在東南亞國家以外，「俯瞰地球儀外交」的構想也來到中

亞國家，於 2015 年 10 月 22 日到 28 日赴蒙古和中亞五國訪問，亦是日本首相第

一次訪問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爾吉斯這三個國家。中亞不僅地處重要的戰略地位，

且具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被視為「21 世紀的戰略能源基地」，更是中國推動「一

帶一路」政策中，至關重要的位置。50安倍在哈薩克的演講提到，與中亞的外交

主軸為，第一、徹底加強與中亞各國關係，並以產業升級為目標，培養人才；第

二、積極參與中亞地區共同問題的解決，從政府和民間兩方面雙管齊下，支持中

亞開放、穩定、獨立的發展；第三、深化日本與中亞各國在世界舞臺合作，一同

在聯合國的舞台為核裁軍與核不擴散、反恐等課題進行合作。51安倍內閣為了能

夠與中國相互抗衡，積極強化與中亞五國的合作，確保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與控

制力，成為日美同盟中全球戰略的一個環節。在政治與安全保障上，進行「中亞

+日本」外長會議，積極與中亞地區的國家建立對話溝通機制，以維護中亞區域

內的和平與繁榮，擴大日本對中亞的地緣政治影響。在經濟上，透過 ODA 的無

償資金援助、技術合作與貸款援助方式，有助於日本拓展國際與區域外交空間、

協助推動出口擴張，以促進國內經濟成長，並取得石油與天然氣等天然資源，解

決資源缺乏的問題。 

中國主席習近平在 2012 年上任後，提出「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為了實踐中國夢，中國近年來將目光從陸地向海洋，不但進行海洋戰略改革

新設立「國家海洋委員會」，以整合中國海上各部門的職權，以及提出的「一帶

一路」戰略，即「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強化歐、亞、非三個大陸之

                                                        
50 洪銘德，〈日本對中亞外交政策之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五十四期，2016 年，頁 79。 
51 安倍 晋三，〈カザフスタン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政策スピーチ〉，《首相官邸》，2015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1027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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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經濟、能源、陸海空交通等方面的合作，52與安倍首相在 2016 年 8 月提出

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重疊；另一方面，因為海軍是成為海洋大國不

可或缺的安全保障力量，中國不斷強化海軍軍備，增加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影響

力，以達成中國的「海洋強國夢」。53因此，日本在政治外交上，對中國採取強

硬的態度，特別在釣魚臺問題上，強調是日本固有領土，沒有談判餘地，並且強

化釣魚臺周邊的防衛戰力。但仍希望與中國友好發展，所以不斷向中國喊話表示，

日中的外交關係應回到戰略互惠關係。此外，中國積極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

(A2/AD) 和網絡作戰的能力，以預先阻止敵方對中國進行攻擊，但最主要的目

的是在防止美國的軍事力量涉入中國周邊海域事務，形成反制美國在西太平洋的

軍事力量。54
 

 

【圖 4-12】日本「印度洋太平洋戰略」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重疊 

資料來源：〈日本 ODA 與中國「一路」重合的苦惱〉，《日經中文網》，2017 年 9 月 1 日，＜http

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6793-2017-09-01-04-51-10.html

＞。 

                                                        
52 Srikanth Kondapalli，〈維持現狀或是走向修正主義？中國在十八大後的轉變〉，蔡明彥主編，《大

國政治與強制外交》（臺北：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2-54。 
53 林賢參，〈日「中」海權發展與釣魚台爭議－「安全困境」的觀點〉，《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10 期，2013 年，頁 68-72。 
5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4,” ＜https://www.defense.gov/Po

rtals/1/Documents/pubs/2014_DoD_China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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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中國公務船進入釣魚臺周邊海域次數圖 

資料來源：〈尖閣諸島周辺海域における中国公船等の動向と我が国の対処〉，《海上保安庁》，

2018 年，＜http://www.kaiho.mlit.go.jp/mission/senkaku/senkaku.html＞。註：紅色粗

線與右側紅字為中國進入日本領海的艘次與天數；藍色細線與左側藍字為中國進入

日本鄰近海域的艘次與天數。 

 

【圖 4-14】日本與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示意圖 

資料來源：〈港媒：日美切莫借東海防空識別區製造事端〉，《海外網》，2013 年 11 月 28 日，＜h

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3/1128/c232601-199755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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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隨著中國的公務船頻繁的在釣魚臺周邊水域進行巡護任務，以及中國在

2013 年 11 月 23 日，單方面宣佈劃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海防空識別區，其中包

括釣魚臺列嶼區域，並與日本防空識別區重疊，不僅挑戰了日本對釣魚臺列嶼主

權的「實效支配」，使日本的國益受損，更影響日本在公海上的航行自由，經過

日本再三抗議中國依然堅持劃設。由於中國在東海的各種使日本國益受損，以及

中國強化在南海的軍事力量，影響日本航行安全等行為，促使安倍於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參拜靖國神社，安倍在參拜神社後，表示到：「絕對無意傷害中國、韓

國人民的感情」。此外，隨著日中關係的惡化，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人數比

往年增加，最多參拜的國會議員達到一百六十八名議員。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除了中國因素以外，還有為了獲得日本右翼的龐大政治勢力、雄厚經濟實力的支

持，以及彌補在 2006 年第一次擔任首相時，未參拜靖國神社的遺憾。但參拜行

為引發中國強烈抗議，致使日中關係更加惡化，中國方面認為日本違反了《中日

政府聯合聲明》中「深刻反省」的承諾，背叛當初中日復交精神。 

安倍上台後，表示希望日中可以重新開啟對話管道，但是中國主席習近平並

無給予正面回應，導致日中的首腦會談遲遲未開啟，直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

安倍晉三出席在北京 APEC 會議，與習近平進行正式雙邊會談，為改善日中關係

第一步。安倍與習近平同意重啟「海空聯絡機制」的磋商，目的在防止日中在東

海爆發衝突，或是當事故、衝突爆發時可及時控制加以防止事態擴大，並增進日

中互信關係的合作機制；並且表示在 APEC 峰會前日中達成的四點共識，同意開

啟對話管道，建構政治互信，改善日中關係。55
 

四點共識分別為：第一、雙方確認將遵守日中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

神，56繼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第二、雙方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

                                                        
55〈中日關係破冰，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紐約時報中文網》，2014 年 11 月 9 日，＜https://cn.n

ytimes.com/china/20141109/cc09japan/zh-hant/＞。 
56 日中四個政治文件：1972 年《中日政府聯合聲明》、1978 年中日兩國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

條約》、1998 年兩國發表《中日聯合宣言》、2008 年雙方發表《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

關係的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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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第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

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

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第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

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57日中首腦會談雖然

再次開啟，但是日本和中國之間仍有領土主權、歷史意識問題尚未解決，所以不

能僅靠與中國的「和中交往」政策，就期望日中關係邁向友好的方向發展，甚至

變成好朋友。而且國與國之間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因此，也要對

中國進行防備的措施，以對抗中國崛起對日本形成威脅，以及平衡中國在亞太區

域的影響力。 

  

                                                                                                                                                               
  相關參考：〈中日兩國迄今簽署的 4 個政治文件〉，《日經中文網》，2018 年 1 月 3 日，＜https:

//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8614-2018-01-03-04-51-10.html＞。 
57〈楊潔篪會見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中日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

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4 年 11 月 7 日，＜http://big5.gov.cn/gate/big5/www.

gov.cn/guowuyuan/2014-11/07/content_2776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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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外平衡兼備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描述安倍晉三心目中「國家藍圖」的《邁向美麗之國》一書中，安倍早已提

出日美印澳四國一同合作之構想，就戰略觀點加以協商如何進行合作，並為國際

社會有所貢獻。58因此，2006 年安倍第一次內閣時，安倍所提出日本外交的新支

柱「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在日美同盟的基軸下，積極開展

與擁有同樣普世價值觀的澳洲、印度在政治、經濟、安全保障上的合作關係，期

望建構從印度洋到太平洋上的海洋通道安全對策。2012 年安倍首相再度上台，

因應日本內部景氣低迷導致國力下降，而在外交上，面對美國轉向亞太和日益強

硬的中國等因素考量下，安倍內閣從一開始提出建構「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戰略

構想，到 2016 年 8 月更進一步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 Strategy, FOIP)，做為日本內外平衡兼備的戰略，包含復興日

本經濟，增強日本國力的「內部平衡」，以及提倡日美印澳共同建構海洋安全合

作的「外部平衡」，不僅提升日本的國力，更達到制衡中國崛起造成的威脅。 

日本缺乏石油等資然資源，需要向西亞國家購買，再以船運方式運至日本；

再加上，日本的貨物進出口都必須經過東海、南海、孟加拉灣、阿拉伯海，為日

本的海上生命線，而掌握日本經濟命脈「海線」(Sea-lane)的要衝國家，即為處

在阿拉伯海與孟加拉灣之間，橫跨西亞至東南亞的「印度」，且印度北部與中國

領土接壤，不論在海上以或是陸路皆可以起到牽制中國的作用。因此，安倍提出

「擴大亞洲」政策，與印度建構「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邁向緊密友好的日印

關係。59安倍也呼籲日印同盟，再納入美國與澳洲的力量，進而擴展涵蓋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廣大網絡，建構出自由與繁榮的區域。60
 

                                                        
58 安倍晉三著，陳悅文譯，《邁向美麗之國》（美しい国へ）（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年），頁

180-184。 
59 何思慎，〈近期日印（度）關係發展及其對東亞戰略情勢之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2 卷，

第 2 期，2014 年，頁 17-20。 
60〈「二つの海の交わり」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外務省》，2007 年 8 月 22 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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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澳洲共同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同盟夥伴，2006 年 3 月 15 日，美日澳

共襄盛舉三邊戰略對話機制，在美國主導下，形成日美澳在外交和安全戰略上的

合作。而後，2007 年 3 月 13 日，日本與澳洲簽署《日澳安保合作共同宣言》，

強化在安全保障領上的合作，並建立日澳「2+2」的安保對話機制，致力於不斷

發展共同價值觀與利益的戰略夥伴關係，並表明具體實現與美國的共同戰略與安

全利益，將會持續透過日美澳外長戰略對話機制，強化三國在國防安全等領域上

的合作。61在 2007 年 9 月 4 日美印在孟加拉灣聯合軍演，邀請日本、澳洲、新

加坡一同進行軍演，印度首次最大規模的聯合軍演，已經初步可見日美印澳四國

在安保、軍事合作上的框架。但是隨著日本和澳洲國內政權的轉移，外交政策有

所改變，日美印澳四國聯盟合作的戰略因而停滯。 

 

【圖 4-15】日本「海線」上重要海域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底圖來自 Google 地圖。 

 2012 年 12 月安倍再度擔任首相，並在 12 月 27 日於 Project Syndicate 的英

文網站，發表「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文章，

提倡由日本、印度、澳洲、美國的夏威夷共同合作，以四個國家海洋軍事力量，

                                                                                                                                                               
//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 

61 林賢參，〈由日澳兩國新政府之對外政策評估美日澳印安全合作之未來走向〉，《戰略安全研析》，

第 33 期，2008 年，頁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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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鑽石形」的海洋線，從印度洋地區延伸至西太平洋地區，確保海洋運輸線

安全以及海上航行自由，因應在東海及南海日漸強勢作派的中國，避免南海變成

「北京之湖」(Lake Beijing)。安倍首相的最終目標是將英國、法國一同納入「亞

洲民主安全之鑽」之中，以及希冀日本可以加入到英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

洲和新西蘭的「五國聯防」(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 FPDA)，每年舉行

安保會議並參加聯合軍演，又提議駐守在大溪地的法國海軍協助加強亞洲安保。

62目的在促使歐洲勢力重返亞太地區，強化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建立

穩固的戰略同盟關係，以達到制衡中國的效果，完善日本對中國的避險戰略的同

時，建構和平、安定與繁榮亞太區域。2013 年 1 月 18 日，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

網站表示，美國現在逐漸將戰略的重心轉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交匯區域，日美同盟

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具有重大作用，強化與海洋亞洲國家之間的紐帶聯繫關係，以

保障兩大洋的安全與繁榮。63以下就安倍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後，與

印度、澳洲、美國的安全保障合作進行分析。 

 

【圖 4-16】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構想 

                                                        
62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

be?barrier=accessreg＞. 
63 安倍 晋三，〈開かれた、海の恵み ―日本外交の新たな 5 原則―〉，《首相官邸》，2013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0130118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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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安倍首相のセキュリティ.ダイアモンド構想〉，

《天晴！にっぽん》，2013 年 2 月 6 日，＜http://b-co811.hatenablog.com/entry/2013021

6/p1＞。 

壹、日美同盟 

2009 年美國歐巴馬總統上任後，考量亞洲成為世界經濟重心，以及中國崛

起，其軍事力量持續呈雙位數的增長，因此，將戰略焦點移往亞洲地區，提出「轉

向亞太」、「亞太再平衡」戰略，針對亞太區域現今外交情勢發展，扮演「離岸平

衡手」(offshore balancer)
64的角色，在外交、軍事、經濟上，採取新的戰略以強

化美國在亞洲區域之地位與影響力，平衡亞太區域的潛在威脅，鞏固美國在亞太

區域安全核心角色，並維持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65
 

歐巴馬政府提出「再平衡」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於

夏威夷發表《美國與亞太地區的關係》(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的演說，指出「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的重要性，對全球貿易與商務具有重

要意義，並表示美國與同盟國家，正在擴大在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海軍的合作，以

應對更加複雜的海事環境。美國除了擴大與同盟國的軍事合作外，並深化與亞太

區域國家的外交、經濟等關係，不僅能保障國家自身利益，更能增進同盟國間的

共同利益，以維持亞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發展的基礎。66希拉蕊也在 2011 年 10 月

11 日，於 Foreign Policy 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一文，提到「從印度的次大陸到美國西海岸的亞洲太平洋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的關

                                                        
64 離岸平衡手：米爾斯海默認為「在兩個大國中突然冒出一個潛在霸主，那麼那一地區的其他

大國本身可能會牽制它，使遠處的霸主高枕無憂。然而，若是地區大國不能完成牽制它的使

命，遠方霸主可能採取恰當的措施應對威脅國。」美國是現代歷史中的唯一霸主，並在二十

世紀中成功扮演四次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分別阻止威廉德國、納粹德國、日本帝國、蘇聯在

獲得地區霸權的過程發揮中要作用。因此，按照米爾斯海默的理論，美國面對中國在印度太

平洋地區的勢力崛起，將可能透過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以確保美國霸主的地位。相關參

考：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張登及、唐小松、潘崇易、王義桅譯，《大國政

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社，2012 年），頁 88-90。 
65 馬振坤，〈美國「再平衡」政策之戰略意涵〉，包宗和主編，《美國「再平衡」政策對東亞局勢

之影響》（臺北：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13 年），頁 1-6。 
66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8,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1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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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驅動者。跨越這一區域的兩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日益被通過的航運和戰略

連接起來。此區域有全球近半數的人口，亦是全球經濟的關鍵引擎。」。67
 

 

【圖 4-17】中國公佈的歷年國防費 

資料來源：〈2017 防衛白皮書〉，《防衛省》，2017 年，＜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

/2017/DOJ2017_Digest_CH.pdf＞。 

中國社科院發佈 2013《美國藍皮書》指出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分

別為：第一，繼續加強與日本、澳洲，以及南韓等盟國關係；第二，積極涉入東

海與南海等亞洲地區爭端；第三，增進與印度、越南和緬甸等國合作；第四，參

與東亞峰會(EAS)，強化美國在東協的制度性存在。68歐巴馬總統積極參與亞太

區域的多邊機制會議，在經濟上，邀請亞太區域的國家一同參與 TPP，增進與亞

太國家合作，打造亞太區域新經濟圈；外交軍事上，積極拓展與新興國家的合作

夥伴關係，強化與亞洲同盟國的雙邊安全保障機制，提供軍事援助與培訓，以及

販售軍事武器等行為，以遏止中國崛起對亞太區域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 

                                                        
67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

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68 曾復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發展前景研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3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npf.org.tw/2/1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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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在南海的造島、建立軍事化設施等行為，影響南海的航行自由，因

而，美國不但指責中國的行為，並且拉攏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家一同抗衡中國

在海洋擴張的行為，使得日美印澳四國在安全保戰的戰略上相互呼應。安倍上任

後，不斷強調日美同盟為日本外交主軸，在經濟方面，加入美國主導的 TPP，不

但強化日美同盟，更與東亞國家建構多邊平衡關係。安全保障方面，日本和美國

於 2013 年 10 月 3 日，召開「2+2」外交及防衛部長會議，達成修訂《日美防衛

合作指針》的磋商協議，針對現今亞太區域情勢，修訂於 1997 年訂立的《日美

防衛合作指針》，加強日美在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域及航空區域的安全保障合作。

69
2015 年 4 月 27 日，日美的外交及防衛部長「2+2」會議，達成《日美防衛合作

指針》的修改共識，擴大彈道飛彈防衛能力、共同訓練與演習、加強共同情報的

收集/警戒監視/偵察(ISR)活動等合作，使日美不論平時、「灰色地帶」（未達武力

攻擊的衝突事態，Gray-Zone），抑或是緊急事態下，皆能夠迅速掌握情勢，提升

日美雙方的協調應對能力，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70
  

貳、日本與印度的「特別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 

 日本與印度建交於 1952 年，但日印雙方的交流僅在經貿合作上，直到 2000

年開始日本才深化與印度的外交關係，同年日本森喜朗首相訪問印度，與之締結

「21 世紀全球夥伴關係」，成為日印發展緊密關係的轉換點，日印關係不在僅限

於經濟方面的合作，2001 年發表的「日印共同宣言」，推進日印的雙邊關係，展

開多方面的合作。71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與印度建構「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

以經濟合作為核心，擴展對印度的投資，進行貿易、能源等方面的合作，並提供

ODA 協助印度開發鐵路運輸，使日印關係更加緊密。除了經濟合作外，日印在

                                                        
69〈共同発表：より力強い同盟とより大きな責任の共有に向けて〉，《防衛省》，2013 年 10 月 3

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po/kyougi/js20131003_j.html＞。 
70〈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2015.4.27)〉，《防衛省》，2015 年 4 月 27 日，＜http://www.mod.

go.jp/j/approach/anpo/shishin/shishin_20150427j.html＞。 
71〈日印共同宣言〉，《外務省》，2001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yojin/

arc_01/india_kyod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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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共同舉行「馬拉巴爾」的友好海軍演習，提升在海上的安全防衛機制，

以及推動首相每年互訪，展開「2+2」外交及防衛部長對話機制，深化日印在安

全保障方面的合作。而後，安倍提出日美印澳「四國戰略合作」，積極推動與美

國、印度、澳洲三國，建立四國戰略對話機制，深化美國和澳洲對印度的外交關

係。72隨著安倍下台，「四國戰略合作」因而不了了之，由於安倍首相的積極推

廣四國合作的行為，奠定了安倍在第二次內閣所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

四國合作基礎。 

安倍再度上任後，印度總理辛格於 2012 年 12 月 28 日致電祝賀安倍就任首

相，表示期待與日本更進一步發展「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並表示日印是重要

的夥伴關係，共同強化兩國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73
2013 年 1 月 29 日，

日印首次進行「海洋事務對話」（海洋に関する対話），針對可進行雙邊合作的

海洋領域進行意見交換，特別是在海上安全、交通運輸等議題進行討論。74同年

5 月 29 日，印度總理辛格訪問日本，發表共同聲明，指出日中在「2+2」對話、

閣僚經濟對話、日美印協議等政治交流與政策協調上，保持穩定的推進並獲得重

要的交流，以及由於日印在 2012 年 6 月舉行第一次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共同

訓練的成功，因此，決定將定期並且頻繁的舉辦共同訓練，深化日印外交關係的

發展。75
2014 年 1 月 25 日，安倍訪問印度之際，日印簽署《強化日印戰略性全

球夥伴關係》共同聲明，外交中心重經濟移至「安全保障」上，持續每年度的外

長戰略對話、次長級「2+2」對話，並且推動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與印度國家

安全保障顧問的定期會議等安全保障對話機制，以及繼續施行日美印協議。76為

                                                        
72 堀本 武功，〈日本の南アジア外交―緊密化する対印関係と今後の課題〉，国分良成主編，《日

本の外交 第 4 巻 対外政策 地域編》（東京都：岩波書店，2013 年），頁 177-189。 
73〈安倍総理大臣とシン・インド首相との電話会談〉，《外務省》，2012 年 12 月 28 日，＜http:/

/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121228_02.html＞。 
74〈第 1 回日・インド海洋に関する対話の開催〉，《外務省》，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www.

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25/1/0128_02.html＞。 
75

 〈共同声明 国交樹立60周年を超えた日インド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

《外務省》，2013 年 5 月 2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5382.pdf＞。 
76〈共同声明 日インド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外務省》，2014 年 1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250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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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充實日本和印度的軍事安全保障上的合作，除了進行日印海上共同訓練外，

2014 年 7 月和 2015 年 10 月，日本皆受邀參與美印「馬拉巴爾」聯合軍事演習，

不僅深化日印的雙邊關係，更具體實踐了安倍所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戰

略構想。 

2014 年 9 月 1 日，印度新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訪問日本，日印簽署《旨

在實現日印特殊戰略性全球合作夥伴關係的東京宣言》，使日印關係從「戰略性

全球夥伴關係」提升到「特殊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深化日印在經濟、政治、

文化、安保等領域的合作，主要透過經濟和安全保障兩方面更進一步強化雙邊關

係。經濟方面，日本企業增加對印度的投資額，日本提供三兆五千億日圓的 ODA

協助印度發展，日印達成建設印度的高速鐵路協議，以及民用核能合作達成諒解

備忘錄。另外，日本和印度皆同意將原本為外交與國防副部長級別的聯席會議升

格為部長級的「2+2 會議」，以及推動防衛裝備事務合作的事務層級協議。 

日印關係中最為重要的是在深化安全保障合作：在聯合軍演上，將定期舉行

日本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並歡迎日本加入美印聯合軍演，2016 年日本正式

成為美印定期「馬拉巴爾」聯合軍演的成員，於同年 6 月 10 日，在日本沖繩附

近海域進行「馬拉巴爾」海上軍演；其次，日本和印度各方面的會談從次長級提

升至更高層級的部長會談；再者，日本將轉讓日本海上自衛隊 US-2 型的水陸兩

棲飛行艇防衛裝備，以及軍事技術至印度。若是轉讓成功，則成為安倍內閣通過

「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後，首次出口大型軍事設備。 

此外，東京宣言指出，為了印度洋至太平洋區域的和平、安定與繁榮發展，

除了強化日印雙邊關係以外，應要加入亞太區域其他的合作夥伴，深化亞太區域

的合作與一體化，並對於日美印三國在戰略對話機制的有所進展表示滿意，期望

能夠提出具體計畫，致力於促進三方和其他夥伴的共同利益，深化並擴大區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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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的合作。77由於印度太平洋的競爭逐漸白熱化，2015 年 9 月訪問印度時，澳

洲國防部長安德魯斯(Kevin Andrews)表明再度參與「馬拉巴爾」軍演的構想，目

的在拉近彼此的軍事關係，避免造成軍事誤判，以及在維護國際貿易通道的自由

方面，印度與澳洲有著相同的利益。印度和澳洲將會加強兩國的戰略夥伴關係，

並建立澳洲和印度外交和國防部長的年度會晤機制，深化雙方的軍事聯繫。78
 

2016 年 11 月 10 日，印度莫迪總理赴日本進行訪問，與安倍首相進行會談，

會後發表共同聲明，提出共同建構「亞非成長走廊」(The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79結合安倍內閣提出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和莫

迪政權提出的「東進政策」(Act East)，具體化日印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通過高

質量基礎設施整備與制度上的連結性、提升能力與技術、建構人際間的夥伴關係

等計畫，進一步推動亞洲、非洲和中東的貿易和投資，加強亞洲到非洲區域內的

緊密連結，可謂為「日印版的一帶一路」，帶有抗衡及牽制中國所主導的「一帶

一路」的意味。80
 

                                                        
77〈日インド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めの東京宣言〉，《外務省》，2014

年 9 月 1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50478.pdf＞。 
78〈澳洲希望加入美印在印度洋海上聯合軍演〉，《BBC 中文網》，2015 年 9 月 4 日，＜https://ww

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4_australia_india_us_navy-drills＞。 
79〈日印共同声明〉，《外務省》，2016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03

259.pdf＞。 
80 相澤 輝昭，〈外務省 HP から読み解く「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FOIP）」の理念

と実践〉，《海洋安全保障情報特報》，2018 年 4 月 24 日，＜https://www.spf.org/oceans/analysi

s_ja02/hpfo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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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資料來源：〈平成 29 年度開発協力重点方針〉，《外務省国際協力局》，2017 年 4 月，＜http:

//www.mod.go.jp/e/publ/w_paper/pdf/2017/DOJ2017_Digest_CH.pdf＞。 

參、 日澳 21世紀特殊戰略夥伴關係 

澳洲位於南太平洋上，接近亞洲區域，在經貿活動上依賴亞洲地區，且與日

本擁有同樣的價值觀。因此，澳洲是安倍內閣在外交上重要的戰略夥伴，日澳在

2007 年 3 月簽署《日澳安保合作共同宣言》，建立日澳「2+2」的安保對話機制，

強化在安全與防衛方面的雙邊合作，並開展日美澳「三國外長級戰略對話」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TSD)機制。2010 年 2 月，日澳簽署《物品役務相互

提供協定》，促進兩國在傳統安全方面的互助合作。2012 年 10 月，澳洲政府針

對亞太地區政治情勢，發表《亞洲世紀的澳洲》白皮書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指出應與亞太區域的國家建立更加全面的外交關係，增加

澳洲在印太戰略安全外交上的靈活度；白皮書亦指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被南

亞、東北亞與東南亞間頻繁的經濟相互往來，以及從中東到亞洲能源供應通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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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重要性所驅動」、「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被視為一個整體的戰略弧」。81
2012 年

5 月，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出訪澳洲，簽署《日澳情報保護協定》(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 ISA)促進雙方在安全保障秘密情報上的合作與共享；同年 9

月，日澳舉行第四次「2+2」會議，發表《共同願景和目標》之共同文書，為亞

太區域的和平和安定進行合作，且在國際安全保障合作，建構雙邊、三邊之間的

防衛合作，進行更高層級的討論。82
 

澳洲政權輪替，由阿博特(Tony Abbott)當選總理，其外交基軸為重視與美國

的同盟關係，認為中國是澳洲重要的經濟夥伴，但面對中國軍事方面的崛起感到

警戒。83因此，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日澳美重新召開已經停滯四年的「三國外

長級戰略對話」，會中強調在動盪不安的亞太區域戰略情勢，三國之間的會談是

非常重要，三國一同合作將為亞太區域的安定和持續性的經濟繁榮有貢獻。反對

任何力量企圖單方面改變東海現狀的行動，並促進三國間的海上交流，緩解東海

緊張局勢以避免誤判和意外事故；面對南海問題，確認南海的和平、穩定與航行

自由的重要性；最後，三國將同意將繼續有效使用「三國外長級戰略對話」。84
 

2014 年 7 月 8 日，安倍晉三於訪問澳洲之際，簽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和防衛裝備及技術轉移相關協定；7 月 9

日，與澳洲總理阿博特發表共同聲明，兩國成為「21 世紀特殊戰略夥伴關係」，

將每年舉行首腦會晤機制，擴大演習訓練，深化日澳雙邊在經濟、政治、安全保

障與防衛等領域的合作，並強化與美國合作，共同深化安全和防務關係。85
2014

                                                        
81 Australian Government ,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October, 2012, ＜htt

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

＞。 
82〈外交青書 2013 大洋州〉，《外務省》，2013 年 4 月，＜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

book/2013/html/chapter2/chapter2_01_05.html#h02010501＞。 
83 西原 正（監修）/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 編，《再起する日本 緊張高まる東、南シナ海―年

報 アジアの安全保障(2014‐2015) 》，（東京都：朝雲新聞社，2014 年），頁 241-244。 
84〈第 5 回 日米豪閣僚級戦略対話共同ステートメント〉，《外務省》，2013 年 10 月 4 日，＜htt

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6198.pdf＞。 
85

 〈安倍総理とアボット首相共同声明「21 世紀のための特別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外

務省》，2014 年 7 月 9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7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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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16 日，日美澳相隔七年之後再次重新開啟首腦會談，三國就安全保障及

防衛問題指出，將深化三國之間的合作，提高應對國際性課題的能力，並通過聯

合演習、能力建設等提高海洋安全能力，以確保區域的穩定。86
2015 年 6 月 5 日，

日本、澳洲、印度召開外交部副部長的外交對話，針對目前亞太區域情勢，及國

際社會等課題，進行意見交換，87此次會談使安倍所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

戰略構想有更進一步的發展。2015 年 7 月，日本首次加入澳洲與美國兩年一次

共同舉行的「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軍事演習，與美澳在情報及技術等方面

進行合作，深化三國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88
 

 2015 年 9 月，澳洲再度進行政權轉換，由騰博爾(Malcolm Turnbull)當選新

任總理，在外交理念上延續前政權的理念，持續與日本發展「特殊關係」，89並

在 2015 年 11 月 22 日，展開第六次日澳「2+2」會議，會後發表聯合公報指出，

強化防衛合作為日澳之間的「優先事項」，具體化日澳的合作，包含強化共同訓

練、海洋安全保障等；同時，澳洲表示支持日本成立安全和平法制。在東海、南

海問題上，強力反對以威脅、強迫及武力，來宣示自己國家的領土、領海權的行

為，要求有關各方克制自己的行動，採取緩解緊張情勢的措施，並停止任何挑釁

舉動加劇區域的緊張情勢，90日澳聯合公報中雖未指名道姓，但明顯看出所指國

家為中國。2015 年 12 月 18 日，日澳首腦會晤，發表《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下

一步：亞洲、太平洋和其他地區》共同聲明，對東海、南海等亞太區域情勢進行

                                                        
86〈日米豪首脳会談 共同メディアリリース〉，《外務省》，2014 年 11 月 16 日，＜http://www.mo

fa.go.jp/mofaj/files/000059830.pdf＞。 
87〈日豪印次官協議及び日・インド外務次官対話の開催〉，《外務省》，2015 年 6 月 5 日，＜htt

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2192.html＞。 
88〈米豪共同軍事演習に自衛隊が初参加 豪ダーウィン沖〉，《日本經濟新聞》，2015 年 7 月 7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E07H0K_X00C15A7PP8000/＞。 
89 西原 正（監修）/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 編，《探るアジアのパワーバランス連携進める日米

豪印―年報アジアの安全保障(2016‐2017)》，（東京都：朝雲新聞社，2016 年），頁 256-262。 
90〈第 6 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共同コミュニケ〉，《外務省》，2015 年 11 月 22 日，＜http:/

/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129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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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換，並表示期待進行日澳美、日美印、日澳印三邊戰略對話，強調深化國

家間的防衛合作的重要性。91
 

 安倍政權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戰略構想，是由日美印澳四國的海軍

力量形成「鑽石形」的海洋線，共同確保印度洋至太平洋之間的海洋運輸線安全

以及海上航行自由，以建構亞太區域的自由與繁榮。此外，2016 年 8 月，安倍

內閣更進一步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戰略，透過協助印太地區實現

高品質的基礎設施整備、制定高標準規則與經濟合作等計畫，加以提升亞洲和非

洲，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連結性，不僅確保海上交通安全與穩定、區域經

濟繁榮，也利於日本朝向「強有力」的國家發展，形成對中國的避險戰略。在安

倍政府積極不斷推動與美國、澳洲、印度之間的戰略對話，從一開始四國之間僅

各自進行雙邊會談，而後開展到進行日美澳、日美印、日澳印進行三邊對話，至

2017 年 11 月 13 日，日美澳印進行四方會談，安倍首相所提出「亞洲民主安全

之鑽」不再只是構想，其戰略框架已逐漸顯現。 

  

                                                        
91〈安倍総理大臣とターンブル豪首相 共同声明―特別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次なる歩

み：アジア，太平洋，そしてその先へ―〉，《外務省》，2015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m

ofa.go.jp/mofaj/files/0001205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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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國在短時間內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接迅速的成長，特別在軍事方面持

續呈雙位數的成長對日本形成威脅，且中國在日本釣魚臺國有化事件上，採取強

硬姿態，中國公務船進出釣魚臺周邊海域次數增加，日中危機情勢急速上升。因

此，2012 年 12 月 26 日再度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採取避險戰略，但是與 2006

年安倍第一次內閣時期的「柔軟避險」不同，安倍第二次內閣採取「強硬避險」

戰略，避險戰略為混合性戰略，「強硬避險」偏向現實主義中的「平衡」戰略。

因此，本論文將安倍內閣戰略分為內部平衡、外部平衡，以增加國家實力，強化

日本在經濟、安全保障、外交等方面的優勢，因應來自外部的威脅。安倍內閣並

不只有採取避險戰略因應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威脅，安倍首相亦向中國提出重新開

啟日中之間的對話管道，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由於日中之間的政治信賴感

過於低下，中國主席習近平僅表示會認真考慮，日中關係持續在危險邊緣。 

「內部平衡」－安倍內閣優先處理日本的經濟問題，提出安倍經濟學，包含

大膽的放寬金融管制政策、擴大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吸引企業投資之經濟成長戰

略等，合稱為「安倍三支箭」，目的在提升日本經濟與技術的實力，使日本脫離

長期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增加日本的競爭力。而在安全保障方面，安倍內閣增

加自衛隊的軍備和積極強化西南離島防衛部署，以及設立日本外交與安全最高的

決策機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以應對緊急危機情況。此外，更通過合稱為「安

保三支箭」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平成 26 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與《中

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等三大綱領性安保文件，被視為安倍內閣在安全保障政策

上的支柱。 

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重心轉往亞太區域，使得日

美同盟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具有重大作用，以及中國正在發展「海洋強國夢」，在

東海、南海頻繁的軍事行動，引起國際的關注。因此，安倍內閣採取的｢外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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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戰略，即為深化日美同盟與東南亞海洋國家。日本除了要鞏固與美國的同盟

關係；更積極與東南亞國家建構雙邊與多邊關係，並協助東南亞國家強化在海上

的執法能力，以達到牽制中國南海的行動。 

最後，也是安倍內閣最重要的戰略－內外平衡兼備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目前

國際局勢的焦點轉移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匯區域，因應局勢的發展安倍首相提

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由日本、印度、澳洲、美國的海洋軍事力量進行合作，

建構「鑽石形」的海洋線，確保印度洋至西太平洋地區的海洋運輸線安全以及海

上航行自由，安倍內閣積極與印度、澳洲、美國在經濟、外交、安全保障、海洋

安全等多方面進行合作，並推動四國展開雙邊或三邊對話，增進四國之間的戰略

合作。安倍首相上任後，積極佈署對中的避險戰略，不僅是為了平衡中國崛起造

成的威脅，更是為了強化日本的國力，帶領日本成為「正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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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透過文獻資料進行彙整與分析，並從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出發，檢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06年第一次政權以及 2012年第二次政權對中安全保障政策

的變化，以探討安倍在面對各方面快速崛起的中國，如何做出應對措施，以構築

和平、安定與繁榮亞太區域。本論文第二章，針對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在位的

1980 天的期間內，探討日中關係為何陷入到「政冷經熱」的狀態中；第三章，

分析 2006 年安倍第一次政權至 2012 年安倍第二次政權前，日中關係從一開始逐

漸走向緩和關係，到後來陷入「政凍經冷」的緊張狀態；第四章，探討安倍晉三

2012 年再度上任後，如何應對比 2006 年更為險峻的日中關係，並考量其他國家

的外交政策因素（美國、印度、澳洲），以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本章藉

由前四章的整理分析，在此試圖對本論文最初所提出的研究目的進行回答。 

壹、小泉政權時期惡化的日中關係，在安倍晉三 2006年第一次上任

後走向建構「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道路。 

 小泉純一郎在 2001 年競選首相前即表示，將每年赴靖國神社參拜，上任後

五年五個月的期間內，每年皆赴靖國神社進行參拜，兌現選前諾言。小泉首相每

年參拜靖國神社，皆引發中國政府強烈的抗議，中國政府認為在二戰中遭受日本

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是中國，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日

本修改歷史教科書，美化殖民和侵略戰爭歷史行為，如同在中國的傷口上灑鹽，

中國方面認為日本並無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有正確認識和

深刻反省。起初中國方面一直對日本強調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正確認識

歷史，但中國方面認為日本政府屢勸不聽，因此，中斷與日本的首腦會晤，以及

高層官員的往來；另外，中國出現「反日」示威抗議活動，中國國民對日本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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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降低。而後，中國在 2004 年單方面強行在東海日中中間線附近海域進行油

氣田開發，日本認為東海的油氣田會因為「吸管效應」，原本屬於日本資源被中

國吸取走，日本因而發出強烈抗議。為了防止東海的緊張情勢升高，日中雙方同

意就東海資源問題進行局長級的會議。日中除了在經濟上處於熱絡的狀態以外，

在政治與國民的好感度上，皆呈現持續向下跌落的態勢。 

 儘管日中在經濟層面處於熱絡的狀態，但若日中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長期處

不往來的局面，不僅會影響到日中的經濟情勢，進而使日中關係更加惡化。安倍

上任後，為了打破日中之間的僵局，以及改變不正常狀態的日中關係，向中國遞

出橄欖枝，赴中國進行「破冰之旅」，並提出建構「戰略互惠關係」，以「經濟」

作為戰略互惠關係的主軸，其內容也涵蓋政治、經濟、安全等多個層面，建構日

中之間的對話機制，增進日中間在政治與安全保障上的關係，強化日中兩國民間

交流。因此，本論文認為安倍第一次內閣採取了現實主義中避險政策的「柔軟避

險的合作性交往」。接續安倍首相訪中的「破冰之旅」，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

2007 年訪問日本進行「融冰之旅」，具體化日中建構戰略性互惠關係。此外，安

倍首相不明言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避免日中之間糾結在「歷史問題」，期望日

中關係可以建立在「政經分離原則」上，使日中在政治上引發的紛爭不會影響到

日中經濟合作。 

 安倍政權除了對中國採取建構戰略性互惠關係的「合作性交往」政策以外，

為了因應中國不透明的軍備增加所帶來的軍事威脅，採取「避險戰略」，分為內

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為日本建構符合時代需求的防衛體制，將日本

「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並且為了強化首相官邸對安全保障事務的決策指

揮機制，企圖成立國安會，以及變更憲法解釋，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強化日美同

盟的防衛力。「外部平衡」，將日本外交放眼全球，除了強化日美的防衛合作，並

在原本的日美同盟、國際協調、重視亞洲鄰近國家三大基軸以外，建立新外交機

軸，為「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強化與擁有共同價值觀外交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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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帶領日本逐漸走向全面性對外關係。同時，安倍首相積極深化與美國、印度、

澳洲的雙邊關係，希冀與美國、印度、澳洲建構四國合作機制，即為安倍第二次

政權所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前身。 

但是安倍首相任職一年後，於 2007 年 9 月閃電離職，由福田康夫接任日本

首相。福田康夫首相上任後，以「心與心交流」作為外交理念，積極與中國建構

友好關係，福田延續安倍政權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路線，並在 2007 年年底

訪問中國，進行「迎春之旅」，在東海資源問題上與中國建立「原則性共識」。但

是福田政權很快就謝幕，在任滿一年後辭職下台。由麻生太郎於 2008 年 9 月接

任首相，同樣延續安倍政權推動的日中「戰略互惠關係」，深化日中之間的雙邊

關係，同時也積極深化與亞洲各國的雙邊關係，與新興國家展開經貿合作，傳遞

自由、民主化的「價值觀」，以及積極參與亞太區域的多邊合作架構。但麻生首

相也因為無法達到國民的期望，在 2009 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喪失了執政

權，日本進行政權轉換，由民主黨掌握執政權。 

貳、日本和中國的衝突－東海資源與釣魚臺歸屬問題 

在 2004 年中國單方面開採僅距離日本認定的中間線約五公里處的「春曉」

等油氣田，日本擔憂會因吸管效應，使中國在汲取油氣作業可能擴及到日本海域

部分，日本發出強烈抗議，為了防止日中衝突繼續上升，日中雙方同意召開部長

級會議，但日中僅都在各說各話，始終無法取得共識。而後，安倍在 2006 年上

任後，提出與中國建構「戰略互惠關係」，另外，針對東海問題，提出共同開發

東海資源，建立「海上緊急聯絡機制」，不僅促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

的海，日本更期待透過東海資源的共享，可以與中國培育政治互信，利於推進日

中間的「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但日中前後召開十一次磋商，僅提出雙方「擱

置爭議，共同開發」，但在劃界、共同開發區域的範圍始終存著紛歧，雙方之間

毫無共識可言。直到福田首相上任後，日中雙方就東海問題建立原則性共識，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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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 6 月 18 日簽訂《中日關於東海共同開發的諒解》，承諾「共同開發」

日本和中國中間線區域內的油田，促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並在能

源資源的領域上互利共享，使日中雙方獲得雙贏的局面。但隨著福田首相的下台，

日中之間就東海問題的磋商也不了了之。 

 2009 年日本政權進行替換，由民主黨的取得執政權，鳩山由紀夫成為首相，

雖然指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重要基石，但鳩山首相在外交政策上卻傾向中國，

以「友愛」外交為名，深化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企圖與中國共同建構「東亞共同

體」，不過鳩山首相因為處理沖繩美軍基地問題不當而引咎辭職。由菅直人接任

首相，任職期間日本海上保安廳和中國「閩晉漁 5179 號」漁船在釣魚臺列嶼的

周圍發生碰撞，日本海上保安廳將漁船船員與船長逮捕歸案，引發中國強烈抗議，

甚至以「稀土」出口做為威脅手段，日本不敵只好做出妥協，卻引發日本國民的

譁然。也因為中國在「閩晉漁 5179 號」持強硬態度，除了強化日美同盟，向美

國遞出期望能夠一同協防釣魚臺的想法，也增強西南島礁的防衛，及建構「動態

防衛力」，在面對威脅時可以快速應對。但菅首相卻因在 311 大地震指揮不利延

誤救災，更使災後重建陷入混亂，因而辭職下台。 

接替首相之人為野田佳彥，有鑒於中國崛起後軍事力量的強大，但是日本在

經濟上與中國依存度關係大，因此，外交政策採取「軍事安全親美，經濟親中」

路線。野田佳彥也成為民主黨執政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首相，與中國首腦達成

深化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以及增加在各領域的合作。在日中關係漸趨緩和的態

勢下，卻因為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國民共同集資購買釣魚臺，而促使野

田政府決定以「國家」的名義將島購買下來，並將島嶼「國有化」。從石原慎太

郎宣布購島開始，中國即發出強烈抗議，中國公務船不但多次進出釣魚島海域，

經常發生日本和中國的公務船艦對峙的情況，並且中國在國內多個地區展開軍事

演習，以展現中國的軍事實力。日本也不惶多讓，隨即與美國開展「奪島」作戰

聯合軍事演習，使得釣魚台海域的緊張情勢升高。日本宣布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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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國政府方面隨即將與日本政府之間的交流延期或是終止，因而「海上聯絡

機制」的磋商就此中斷；購島事件激起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在中國各地爆發大

規模的反日示威抗議事件，採取拒買日貨，以及攻擊日本在中國設置的工廠，導

致日本企業紛紛出走，日中關係陷入到「政凍經冷」的態勢中，雙方國民對對方

國家的好感度瞬間驟降。由於日本和中國雙方的認知差異，皆認為釣魚台列嶼主

權為自己國家所有，雙方互不相讓，皆採取強硬的對抗措施，並關閉日中之間的

對話管道，致使日中處於隨時皆有爆發衝突的危機情勢中。 

參、安倍第二次政權應對手段愈發強硬的中國 

 日中關係之間最不能碰觸到的問題，即為領土主權問題和歷史問題，安倍第

一次上任時，處理的就是歷史問題；第二次上任，遇到釣魚臺領土的主權問題。

在領土主權問題和歷史問題中，又屬領土主權問題對兩國外交關係造成重大影響，

原因在於，領土主權牽涉到日中兩國各自在經濟、外交、安全保障等利益關係。

再加上，中國在外交、安全保障、軍事各方面崛起，面對釣魚臺主權問題，在外

交、軍事、海洋執法等方面採取強勢的手段應對日本的購島行為，導致日中關係

愈發緊張，處在衝突隨時可能會引爆的情況下。除了緊張的日中關係外，日本國

內有經濟復甦、社會福利、安全保障等不利於日本發展的問題，在日本國內與國

外皆為處在危機狀況中，安倍晉三帶領自民黨重新奪回執政權，並將內閣命名為

「危機突破內閣」，以帶領日本突破目前所面臨的一切危機。 

 本論文認為安倍在面對手段愈發強硬的中國，與第一次政權時相同，皆是採

用避險政策，但是差別於第一次安倍採取「柔軟避險」，與中國進行「交往」為

主的戰略；2012 年安倍再度上任後，採取的是「強硬避險的競爭性交往」，但仍

不忘向中國傳遞期望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在面對外交問題前，安倍內

閣最先處理的是日本國內問題，先達成「內部平衡」，促使日本經濟再興、增加

防衛預算，以及強化西南海域防衛等強化日本國內的硬實力，穩定安倍政權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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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執政時間，不會因為政權不穩定而受到限制，政策有所聯貫性以及持續，令安

倍在處理外交問題上更加游刃有餘。從經濟問題開始，安倍內閣上任即提出「安

倍三支箭」，以恢復日本「強有力的經濟」，提升國內產業效率與國際競爭力。安

全保障方面，對安保體制上進行徹底改革，設置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定

《平成 26 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等戰略，以建構綜合防衛體制，使日本在安

全保障與軍事上，增加機動性與靈活性，並強化西南群島的防衛，以維護日本的

安全，以及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外部平衡」方面，以「俯瞰地球儀外交」，並結合「積極和平主義」策略，

作為安倍第二次政權的外交與安保政策的核心，並輔以安倍接續第一次內閣外交

策略「自由與繁榮之弧」和「價值觀外交」為第二次政權的外交精神主軸。以強

化日美同盟為基石，並主動向外尋求與他國進行合作，與亞太區域國家建構雙邊

與多邊合作，提高日本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安倍首相在 2013 年訪問美國後，

表示到緊密的日美同盟完全復活，將與美國共同攜手積極扮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

定。而在日本一直重視的釣魚臺問題上，美國歐巴馬總統在 2014 年表示釣魚臺

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並將會對挑釁釣魚臺主權的行為做出反應，使日

本一直以來掛心的問題得到保障，但美國亦表示面對釣魚臺問題須謹慎處理，降

低東海爆發危機。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儀外交」，積極赴外國進行訪問，將東南

亞國家設為外交訪問第一站，提供東南亞國家經濟援助、技術等各方面合作，鼓

勵日本企業赴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並與東協國家進行能源合作，以及推動與中

亞五國的合作關係，因中亞地區是「21 世紀的戰略能源基地」，以紓解日本的能

源缺乏的壓力。 

「印度太平洋」對全球貿易與商務具有經濟、能源、海上航道等重要意義的

海洋位置，且中國不斷在南海建立軍事化設施，引發周邊國家以及日本、美國等

國家的關注，「印度太平洋」成為更加複雜且危險的海事環境。因此，2012 年 12

月 27 日，安倍發表了「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提出由日本、印度、澳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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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國家海洋軍事力量進行共同合作，建構「鑽石形」的海洋安全陣容，確保印

度洋地區延伸至西太平洋地區，確保海洋運輸線安全以及海上航行自由，強化與

海洋亞洲國家之間的紐帶聯繫關係。為了使「亞洲民主安全之鑽」成形，起初四

國之間僅單方面各自進行雙邊會談，安倍積極推動與印度、澳洲、美國三國在安

全戰略上進行對話合作，四國漸漸形成三邊戰略對話，並共同進行軍事演習等戰

略上的合作，「亞洲民主安全之鑽」的框架以顯現。另外，安倍亦與南海周邊的

東協國家簽署軍事戰略合作，以保持南海的通道航行自由，並牽制中國日益在海

上強勢的姿態，避免南海成為「北京之湖」。安倍第二次政權所做的安全保障戰

略即為強硬避險中，與區域性或全球性國家進行軍事合作，不僅平衡中國崛起造

成的威脅，也改變以往「印度太平洋」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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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 

壹、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的改革 

 安倍晉三在 2012 年就任首相後，對日本防衛、安保體制上進行全面改革，

特別是在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家安全保障局、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

以及《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平成 26 年度以降防衛計畫大綱》與《中期防衛力

量整備計畫》安倍內閣的「安保三支箭」，逐漸完善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計畫，

使日本朝向「正常國家」的道路發展。由於安倍政權仍在持續進行中，安倍此次

政權打破從小泉政權結束以後，約六年的時間，一年一任首相的政權更替魔咒，

且自民黨也為了延長安倍政權的期限，將黨魁任期增加為三任，一任三年任期，

共計安倍政權的任期將有可能達到九年，以維持政權的長久及穩定度。因此，若

是能持續針對安倍政權的安全保障與防衛計畫的政策進行研究，並檢視安倍政權

在安保與防衛的執行方面，有助於對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發展更深入理解。 

貳、「印度太平洋」的發展 

現今，全球的海洋重心轉向至「印度太平洋」上，且中國不斷在此區域的南

海與東海，宣示其領土主權、軍事實力等行為，印度太平洋上的周邊國家充斥著

危機感，軍事、外交等危機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性，印度太平洋地區成為各國軍事

抗衡的重要區域，使得全球的目光瞬間集中到亞太區域。為了應對中國崛起所帶

來的危機，及因應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安倍晉三提出建構「亞洲民主安

全之鑽」戰略，以日美同盟為軸心，建構從印度洋延伸至太平洋的戰略架構，目

前僅出現框架，日本、印度、美國、澳洲彼此之間都有進行雙邊及三邊的軍事與

安全保障合作關係，可是皆無對四國關係提出具體合作架構，且「亞洲民主安全

之鑽」一詞，對中國而言有著挑釁的意味，為過於敏感的話題。因此，安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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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再次於國際場合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一詞，轉而將焦點放在建構「自

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上。 

但是隨著 2017 年美國政權輪替，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了美國總統，在

亞太經濟戰略上，退出由前總統歐巴馬所主導的 TPP；其次，組成「亞洲民主安

全之鑽」的四個國家皆與中國有雙邊關係，是否會因為川普宣布美國退出 TPP，

進而影響到日本、印度、澳洲三國在亞太區域的戰略轉變，使未來亞太區域的產

生變化。再加上，安倍上任後，雖然在安全保障政策上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手段，

但仍不忘與中國提出回到建構「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日中首腦也在 2014 年

進行首腦會議，並重新開啟「海空聯絡機制」的磋商，防止日中爆發衝突事件，

並希冀增進雙方在政治方面的互信。未來在日本、印度、澳洲、美國、中國五國

之間的雙邊或是多邊關係，以及各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外交戰略等

議題，皆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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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與安倍內閣相關日中大事記 

時間 事件 

2001年 4月 24日－ 

2006年 9月 20日 

小泉純一郎首相每年皆以首相的身份赴靖國神社參拜

者前後一共參拜靖國神社六次，導致中日關係惡化，

雙方領袖會晤停滯。 

2006年 10月 8日 
首先訪問中國，改變歷任首相就職後先訪問美國的慣

例，為「破冰之旅」，與中國建構「戰略互惠關係」。 

2006年 11月、 

2007年 1月 

APEC和 ASEAN領袖會議，進行日中領袖會談。 

2007年 1月 9日 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 

2007年 4月 11日－

2007年 4月 13日 

溫家寶回訪東京的「融冰之旅」，與安倍晉三具體討論

「戰略互惠關係」事宜。 

2010年 9月 7日 
日本海上保安逮捕中國籍漁船「閩晉漁 5179」號船長

事件，中國人對日本的好感度降低。 

2012年 4月 24日 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收購釣魚臺議題。 

2012年 9月 10日 

野田內閣宣布將釣魚臺「國有化」；中國隨即宣布將釣

魚臺列為測定領海範圍基點之一，正當化中國公務船

進入釣魚臺海域執法，正面挑戰日本的管轄權。 

2013年 1月 22日 

安倍委請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攜帶親筆信致中國主

席習近平，希望中日可以重新開啟對話管道，找尋雙

方皆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2013年 6月 

安倍內閣官房的谷內正太郎密訪北京，試圖打破日中

外交僵局，由於中國所提出的條件，以及釣魚臺主權

爭議日本無法接受，因此，日中領袖會晤無法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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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2013年 9月 5日 

安倍晉三藉由出席俄羅斯二十國集團高峰會議的機

會，與習近平交談時說：「應重返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

來發展兩國關係」；習近平強調：「日方應本著正視歷

史、面向未來精神，正確處理釣魚島、歷史等敏感問

題，尋求妥善管控分歧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2013年 11月 23日 
中國宣佈劃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海防空識別區與日本

防空識別區重疊，日本強烈的抗議。 

2013年 12月 26日 
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宣稱「絕對無意傷害中韓人

民的感情」。參拜完後安倍迅速遭中國官員譴責 

2013年 12月 30日 
中國表示與安倍晉三對話的大門已經關上，再次表明

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進一步加劇了中日緊張關系。 

2014年 5月 24日 

中國裝備有導彈的戰機與日本自衛隊偵察機發生異常

接近，最近時的距離分別只有 50 米和 30 米。其空域

位於中國設定的東海防空識別區(ADIZ)和日本的防空

識別區相重疊部分。 

2014年 6月 11日 

中日軍用飛機在東海上空近距離「比翼雙飛」事件。

日本指出，兩架中國蘇 27戰鬥機以「異常接近的距離」

在日方飛機旁飛行。 

2014年 6月 12日 

中方聲稱的事發經過，指責日本一架 F-15戰鬥機周三

上午貼近追尾一架正在常規巡邏的中國圖-154 飛機，

兩者之間距離一度只有 30米。 

2014年 8月 7日 
中國空軍表示，多批日本軍機再次闖入中方劃設的東

海防空識別區，中方執行驅離措施。 

2014年 8月 10日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與中國外長王毅進行會談，雙方在

改善日中關係問題上交換意見，中國依然堅持在領土

及歷史認識問題上，保持絕不讓步的一貫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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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2014年 9月 29日 
安倍首相發表施政演說表示，在外交上，與中國建立

「穩定友好關係」，希望儘早實現日中首腦會談。 

2014年 11月 7日 
在 APEC 峰會前夕，日中達成「旨在改善日中關係的

四項共識」，明確提及「正視歷史、開闢未來的精神」 

2014年 11月 10日 
安倍晉三出席在北京 APEC 會議，並與習近平進行正

式雙邊會談。 

2015年 1月 22日 
日中在日本橫濱舉行「日中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第三

輪磋商會」，針對東海危機管理與資源開發進行對話。 

2015年 2月 9日 

安倍首相與泰國臨時總理巴育·占奧差會談，就日本援

建泰國國內高速鐵路網等基礎設施事宜達成共識，並

針對中國的海洋活動，強調南海航行自由以及遵循國

際法、不依靠武力威嚇、和平解決國際紛爭的重要性。 

2015年 3月 21日 

日中韓三國外長岸田文雄、王毅、尹炳世在首爾舉行

會談，三國外長自 2012年 4月以來，時隔 3年再次會

談。三方一致同意「為儘快在適當時期舉行三國的首

腦會談而努力」，並在會談結束後發表的新聞稿中表

示，「三國將本著正視歷史、開闢未來的精神，妥善處

理有關問題」。 

2015年 3月 23日 

安倍首相與印尼總統佐科威舉行會談，針對中國日益

加強的海洋擴張，雙方一致同意推進沿岸警備，完善

海洋基礎設施建設並舉行外交與國防部長(2+2)會議。 

2015年 4月 22日 

日中兩國領袖於雅加達舉行會談，習近平再次表示歷

史問題是「事關日中關係政治基礎的大原則問題」，要

求「日方認真對待亞洲鄰國的關切，對外發出正視歷

史的積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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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2015年 6月 4日 

安倍首相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舉行會談，針對中

國海洋進出活動，雙方一致同意在安全保障領域加強

合作。 

2015年 6月 6日 

中日在北京重啟第五次財長對話，重點圍繞全球經濟

形勢下的中日經濟、中日雙邊財政合作以及中日國際

合作三大議題展開了討論。 

2015年 7月 22日 

日本政府稱確認到中國在東海「日中中間線」附近新

建 12處天然氣田相關建築物。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

會上表示中國單方面的資源開發令人深為遺憾，要求

中方停止油氣田的開發。 

2015年 8月 14日 
安倍晉三戰後 70 週年首相談話，表明「悔悟」，但在

談話中提到「不能讓我們的子孫永遠謝罪下去」。 

2015年 9月 15日 

安倍晉三首相與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舉行會

談並發表聯合聲明，對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以及建造

軍事據點的活動表示「嚴重擔憂」。同時，安倍宣佈日

本將向越南無償提供可轉用於巡邏船的二手船舶，以

提升越南的海上警備力量。 

2015年 11月 1日 

自 2012年 5月以來，因釣魚臺購島事件而導致中斷的

日中韓首腦會談，時隔 3 年半後終得重啟，安倍晉三

首相、中國的李克強總理、韓國的朴槿惠總統在首爾

青瓦台舉行了會談。三國領導人一致同意恢復定期會

議機制並加快日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步伐。 

2016年 6月 9日 

中國海軍的一艘護衛艦首次駛入釣魚臺列嶼久場島東

北的毗連區內，雖然沒有侵入領海，但是外務省召見

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對此提出強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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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月 15日 

亞歐會議首腦峰會(ASEM)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召開，

安倍首相與中國總理李克強舉行了會談。就 7月 12日

仲裁法院在南海問題上做出中國主張的無效判決，表

達日本的「法制與和平解決爭端至關重要」立場，要

求中方接受裁決。 

2016年 8月 6日 

日本海岸警衛隊發現中國海警船和 230 艘中國漁船船

隊進入日本控制的釣魚臺列嶼附近毗連區後，日本發

出抗議。中國聲稱釣魚臺屬於中國。 

2016年 8月 9日 

岸田文雄外相召見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就中國公務

船從 8 月 5 日起連日侵入釣魚臺列嶼一帶領海表示抗

議。 

2016年 8月 23日 
中國、日本、韓國外交部長在東京舉行為期兩天的會

談，商討合作問題。 

2016年 8月 27日 

由日本主導的第六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在肯亞奈

洛比舉行。安倍首相承諾，日本未來三年將在非洲各

國投資 300 億美元，展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戰略，重視連接亞非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安全保障，

以牽制中國。 

2016年 9月 5日 

G20 領導人峰會在中國杭州舉行，時隔 1 年 4 個月，

安倍首相和中國的習近平國家主席再次舉行了會晤。

圍繞在釣魚臺列嶼周圍中國船隻闖入領海問題，安倍

首相要求中國表現出克制；雙方在加速協商建立「海

上聯絡機制」，防止偶發性衝突問題上達成一致。 

2016年 9月 11日 

9月 9日，朝鮮舉行第五次、也是迄今為止當量最大的

一次核試驗。日本官方長官菅義偉 11日表示，日本首

相安倍下令，凖備加強對朝鮮的單邊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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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 14日 

中國外長王毅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首次就朝鮮近日再

次進行核試驗通電話，王毅重申中國反對單邊制裁朝

鮮。 

2016年 9月 25日 

中國：中國戰機飛越宮古海峽「檢驗實戰能力」。 

日本：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說，將「萬全」地對應中

方的行動。 

2016年 10月 26日 

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與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舉行會談。

在菲律賓與中國有領土爭議的南海問題上，確認了在

「法治」基礎上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 

2016年 11月 27日 中國戰鬥機環繞台灣飛行通過日本沖繩公海 

2016年 12月 25日 
中國海軍「遼寧號」航母編隊，通過了位於沖繩主島

和宮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首次進入西太平洋。 

2017年 6月 5日 

安倍首相就中國的「一帶一路」構想，在東京召開的

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時稱，必須考慮資金運作的透明

公正及貸款國的財政情況，並表示日本「願意展開合

作」。 

2017年 8月 24日 

中國六架轟炸機飛越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的公海上

空，首次進入紀伊半島海域的太平洋。儘管並未侵犯

日本領空，但官房長官菅義偉在 25日的記者發佈會上

表態稱將加強警戒。 

2017年 9月 28日 

安倍首相出席在中國大使館舉辦的慶祝日中兩國迎來

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活動。為日本首相時隔 15 年後再

次出席此活動，並在致辭中表達了希望實現首腦互訪

的意願。 

2017年 9月 29日 日中兩國迎來邦交正常化 4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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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13日 

安倍首相在馬尼拉與李克強總理舉行了會談。雙方提

及 201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 45周年，2018年是日中

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周年，一致同意加快改善兩國關

係。 

2017年 12月 28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訪問北京的自

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和公明黨幹事長井上義久，兩人

邀請習主席在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2018年）

訪問日本。 

2018年 1月 11日 

防衛省宣佈，一艘潛水艇和一艘中國海軍護衛艦進入

了釣魚島（魚釣島）、赤尾嶼（大正島）周邊毗連區。

根據判斷，潛艇為中國籍。為日本首次確認並公佈進

入尖閣諸島毗連區的外國潛艇。 

2018年 4月 15日 

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與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

東京舉行會談。兩位外長一致同意通過首腦交往推動

兩國關係全面改善，並確認將在北韓問題上緊密合作。 

2018年 5月 9日 

安倍首相與中國總理李克強、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東京

舉行三國首腦會談。三方確認將為實現北韓半島完全

無核化及早日解決日本人遭綁架問題展開合作。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