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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政府開發援助」長期以來在日本對外關係的經營被視為是舉足輕重的政

策工具。本研究認為「政府開發援助」在本質上牽涉到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

辯論，為了進一步分析日本援外政策在東南亞的實踐，本研究擬將國家利益與

國際公益進行類型化分析，並且以「國家利益的在地化」作為研究途徑，觀察

日本如何將國家利益發展成國際公益，並且透過國際公益的轉化，結合在地的

國家利益，實施對外援助的兩階段過程。 

本研究嘗試著將兩階段的過程對應到日本東南亞外交政策的發展脈絡上，

發現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歷經「信任醞釀期」、「擴大合作期」與「深化協力期」

三項主要轉折。從政策發展脈絡中，可以發現日本對於援外政策的理念驅動政

策的變遷，不同時期的援外政策代表著不同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形塑則

來自於不同時期日本對東南亞的認識與關注。 

在當前日本東南亞政策的討論中，本研究發現日本所組建的「日本-湄公協

力」是一套以對話形塑理念的多邊機制。上述機制突破傳統以雙邊關係為基礎

的援助關係，顯示日本逐漸採行區域開發的整體形式，將自身的外交作為與存

在感融入區域開發議程中，進而強化日本、湄公區域乃至於東協十國的全方位

連結。 

本論文認為援助在日本的外交層面、貿易層面以及國家品牌的建構上，扮

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從次區域的角度來看，跨域援助的實現是強化與東南亞交

往的重要政策工具，不僅有助於日本建構區域論述權、持續主導區域開發議

程，更能將區域的成長動能轉化為日本國內產業升級、培養高層人際網絡的政

治資源。日本在亞洲所樹立的援助模式與轉型，尤其值得臺灣參考。 

 

關鍵字：援助外交、政府開發援助、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日本-湄公協力



 

 

英文摘要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has been an important tool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ODA involves with the debate 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welfare. For observing the practice of Japan’s foreign aid in 

Southeast Asia, this research conducts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Firs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re defined respectively. Second, “localiz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pproach is used to observe the process in which national interests are 

transformed into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by integrating local concerns into the original 

targets. Two phases above correspon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Southeast Asia 

policy, which could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stages, including “trust-building stage”, 

“cooperation-enhancing stage” and “cooperation-deepening stage”. These policy 

variations are motivated by Japan’s concept on ODA, shaped by Japan’s perception 

towards Southeast Asia. 

Japan-Mekong Cooperation is a multilateral mechanism to shape shared idea 

through dialogues. The Japan-Mekong Cooperation suggests Japan’s holistic 

approach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to increase it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Furthermore, it could be a basis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Japan and 

ASEAN member states. Japan's ODA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its diplomacy, trade and 

construction of Japan’s national brand. From sub-region perspective, Japan’s aid is 

also an important policy leverage to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 with related states, to 

establish its discourse power in the region, and to upgrade Japanese domestic 

industries. Japan’s aid paradigm could be a useful experience for policy makers in 

Taiwan. 

Keywords： Aid Diplomacy, ODA,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Japan-Mekong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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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壹、研究背景 

「援助外交」（foreign aid diplomacy）一詞一般而言牽涉到兩種意涵：第一

種意涵往往與社會輿論的批評有關，特別是臺灣社會過去的輿論常批判「援助

外交」為「金錢外交」，認為政府「花錢買朋友」，不僅效益不彰，也不會建立

起長治久安的穩固邦誼。1第二種意涵則是著眼於援助外交的價值與實踐，特別

是關注作為國際公民的個別國家要如何善盡責任，將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結

合，發揮影響力。2 

在亞太地區，「援助外交」的研究長期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近年來，隨著

大國政治角力，對於亞洲開發中國家提供了各種實質的協助與開發計畫，進而

使得「援助」一詞在概念上、理論上與實際操作上面臨到新的發展趨勢。 

本論文以援助外交為主題，目的在於探討日本如何推動援助外交、如何在

東南亞深耕援助計畫、如何將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援助計畫進行有機結合，

進一步強化日本與東南亞在地社會的連結。 

從定義上來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對於「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界定是，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藉由援助來用於經濟發展

和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其捐贈水平須達 25%以上的贈與(grant)或貸款(loan)。3簡

                                                      
1 現今這種質疑也存在於日本，日本對中國大陸進行的政府開發援助受到輿論的強烈批判，認

為中國接受日本援助後，中國國民非但不知道日本對於中國的貢獻，甚至不對日本的援助感到

任何謝意，輿論痛批援助中國本身就是浪費納稅人的金錢，根本得不到化解歷史仇恨、促進中

日友好的效果(『産経新聞』シリーズ「中国 国交 30 年の現実」，2002 年 8 月 14 日)。 
2 普林斯頓大學的倫理學者彼得辛格(Peter Albert David Singer)曾以道德觀點詮釋援助的行為，

他認為「幫助距離自己不到十公尺的鄰居小孩，與幫助相隔十萬公里從未見過，也不知道姓名

的孟加拉人，在道德的本質上並無任何差異。」上述學者對於公益責任的認識，形成援助中人

道主義的基石，使得「援助等同於國際公共財」的基本假設得到鞏固(Singer, 2004: 11)。 
3 OECD Data,”Net ODA,” 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 (Access date: 20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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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援助外交在其意涵上可拆解為：實施主體為政府、目的為開發、手段為

援助。而就上述三個面向的分析加以深究，能再挖掘出政府開發援助的更深一

層涵義。亦即在援助所代表的精神是國際社會中的「人道主義」，然而達成開發

卻必須透過「經濟性的過程」，而因為實施主體是政府，所以這樣的作為往往包

含著「外交戰略的考量」(徐顯芬，2011：4-5)。 

如同哲學上對於助人的探討，國家在進行對外援助政策時究竟是本著「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利他精神，或者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利己精神，值

得令人深思。在國際社會的輿論上，往往要求政府開發援助必須本於利他精

神，否定援助國從中圖利的行為(川口融，1980：187)。然而細細追究政府開發

援助的具體項目，透過政府開發援助追求本國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已然是國際關

係的一般現象，特別是在國際政治學的領域中，主權國家是追求利益的主體，

因此國家基本上不會採取無利可圖的行動(下村恭民，2011：34-35)。 

在眾多的主要援助國中，本研究選定日本為觀察對象，其因在於當代的日

本政府開發援助有別於一般對援助國家的類型，不同於以北歐為代表的「人道

主義型」4、美國為典範的「戰略型」5，也不似僅有「經濟型」6的特徵，近年

來的發展更有結合三者的「綜合型」趨勢(下村恭民，2011：74-77)，也就是日

本透過援助所追求的目標已然結合價值、權力與利益。特別是日本在湄公地區

發起的跨區型援助計畫，更突顯日本在此區域的多層次利益與特殊的外交政策

目標。 

此外，本論文選定湄公區域開發作為觀察對象，有助於檢視日本對外援助

                                                      
4 Carol Lancaster 曾引用援助專家的見解認為，「對於援助的支持，是來自於人們對世界貧窮的

反應，是出自於倫理、人道精神的關懷」(Lancaster, 2007: 4)。 
5 Carol Lancaster 對於美國援助政策的描述是：「美國在歷史上總是結合外交與發展，作為美國

援助的最大特色」(Lancaster, 2007: 62)。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社會不穩

定性所導致的內戰與難民問題，使得非傳統安全的危機逐漸浮現，特別是在 911 事件後，美國

將援助結合非傳統安全考量的趨勢日益明顯(下村恭民，2011：69)。 
6 1980 年代的日本援助因濃厚的經濟傾向而受到國際社會強烈質疑，歐美學者認為「日本的國

家政策與目標，強烈偏向國內企業的利益，並反映在日本的對外援助上」，「援助似乎以成為追

求商業目的正當手段」(Lincoln, 199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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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變化過程，並歸納出近年主要動向趨勢。就歷史層面上，學者曾以日本

「賠償是日本對外援助的濫觴」為題，觀察中南半島五國與其他東亞及東南亞

國家，透過條約與日本建立雙邊援助關係(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1999：7-

8)，這些區域也成為日後日本長期進行對外援助政策的重點區域。觀察湄公跨

區開發之中的互動模式，本文發現既有傳統的雙邊關係，也有以亞洲開發銀行

等國際組織主導的多邊關係，近年來隨著「日本湄公協力」(Japan-Mekong 

Cooperation)機制的形成，由日本領導中南半島五國，進而組建次區域開發的軸

幅關係(Hub and Spoke Relations)，亦描繪著新型態的區域整合。 

本研究透過回顧冷戰期間及後冷戰期間，日本對湄公區域政策之變化作為

研究的觀察起點，目的在於歸納日本政府開援助呈現逐漸調和「利己」與「利

他」的動態變化；再者透過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戰略操作，檢視日本如何形

塑戰略、實踐戰略，以釐清日本透過援助布局東南亞的戰略邏輯；最後以案例

研究分別探討日本援助下導引出的兩種回饋方式，檢視日本政府開發援助作為

一項外交工具的政策效果。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印支半島作為東亞陸地向海洋東南亞與印度揚擴張的橋頭堡，其次區域經濟

開發計畫的推展，無疑成為各強權展開權力運作的最佳途徑(李文志、蕭文軒，

2005：117)。」 

本研究探討日本在湄公區域所進行的援助外交，研究源起於「中國－日本

－東協」的區域爭霸之構想，學者李文志與蕭文軒所撰寫之〈大湄公河流域爭

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一文。作者根據現實主義的分

析架構，說明各強權基於追求國家利益的動機，透過投入次區域經濟開發計畫

擴張國家權力的戰略思維。文中提及：「唯有正確認識強權的戰略意圖，印支半

島上的開發中國家才能設計出一套適合自己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李文志、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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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2005：115)。」文章撰寫之時，日本對於湄公區域的戰略布局仍多倚賴亞

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當前卻轉向組建以日本為核心的新

東京戰略 2015，亞洲開發銀行僅扮演次要功能。 

上述轉變引發筆者思考，日本對湄公區域的關注起於何種歷史背景？發於

何種國家動機？其中是否出現轉折？為何安倍晉三再度執政後，陸續頒布對湄

公區域開發的鉅額援助計畫？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興趣如何連結到亞太區域

整合的脈絡？ 

以上疑問逐漸擴大筆者對日本援助外交的研究興趣，希望藉由下列幾個面

向的問題引導思路，釐清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政策脈絡、日本援助政策的戰

略操作、日本與受援國合作型態： 

一、政策脈絡： 

   挑選具有長期執政經驗且具有代表性的四位日本首相(吉田茂、福田赳

夫、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觀察日本東南亞政策之變化，並特別針對上

述領導人對湄公區域政策的觀點進行比較分析。 

二、戰略操作： 

   藉由日本外務省所公布的 ODA 白皮書、國別地域別政策情報、ODA 案

件研析，統整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戰略構想，並觀察其戰略的實踐方式。

進而理解日本對外援助的政策實施上，融合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原因。  

三、受援國的回饋(feedback)： 

   當前日本在政策論述上，十分強調「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7的重要性。實際上日本援外政策的網絡正是由日本政府、日本

民間，受援國政府、受援國民間的四種行為者所構成。本文選擇泰國作為觀

察對象的原因有三項，首先，在政府關係上泰國與日本因援助發展密切的合

作網絡；再者，就民間互動而言，在中南半島上泰國擁有最多日系企業的進

                                                      
7 參見：首相官邸「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 ：官民連携の更なる強化」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15/siryou.pdf(檢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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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8其三，就援助關係的合作型態上，1993 年起隨著泰國朝向新興發展國

家成長，日本也開始逐步減少對泰國的援助，然而日本對泰國的關注並未因

此減少，反而朝向新型態的合作關係。據此，本文認為泰國的案例研究將有

助於理解日本援助當前主要的發展趨勢。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對研究問題的回答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進行日本對東南亞與湄公區域

開發政策脈絡的歸納，旨於清楚與完整地描繪冷戰期間與後冷戰期間，日本對

外援助政策的主要轉折與其原因。 

第二部分以第一部分為基礎，將研究擴展至當前日本對於湄公河的戰略操

作，涵蓋戰略構想如何形成、戰略如何實踐，以及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如何影

響日本外交政策的相關討論，為本研究的核心。此部分將由日本政府開發援助

打造湄公區域開發的觀察出發，解釋日本的基礎建設輸出戰略，如何透過政府

開發援助加以包裝，在貫徹日本國家利益之下，兼顧國際公共財的提供與援助

國的地方利益，觀察國家利益在地化的過程。 

第三部分以區域研究的視角，觀察日本對泰國援助的實施轉折與發展，探

討日本與受援國所交織的合作模式，並進一步觀察日本對外援助的發展動向。 

 

貳、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此章目的在於說明研究背景、問題意

識與研究目的，並以問題意識為起點規劃適當的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後段回

顧相關文獻，以作為後續章節分析之用。第二節則介紹日本對湄公區域政策的

                                                      
8 參見：首相官邸「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 ：メコン地域」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19/siryou1.pdf(檢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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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脈絡，旨在說明日本與東南亞關係由懷疑到信任的發展過程。第三節由戰

略操作的角度切入，說明湄公區域開發在戰略構想上的來龍去脈，進而分析其

實踐方法，以及如何透過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觀點進行俯瞰。第四節則由泰

國的個案研究出發，解釋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是以「連結性」作為主軸，有機

結合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外交實踐，參見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日本對湄公區域之援助外交研究 

政策發展脈絡 

 整體趨勢 

 信任醞釀期、擴大合作期、深化合作期 

戰略操作 

 湄公區域開發戰略的構想 

 湄公區域開發展略的實踐 

 國家利益、國際公益與在地化的過程 

個案分析：以泰國為例 

 日泰雙邊關係的回顧 

 日本對泰國援助的現況 

 湄公區域連結性的實踐 

結論 

 研究發現 

 未來展望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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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壹、日本與東南亞關係回顧 

當論及日本與亞洲關係時，東協十國是最重要的區域。「東南亞」在日本的

外交政策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因在於，東南亞政策在日本外交的歷史上

是少數發展自主外交的案例，也是日本夾在冷戰時期的大國政治之間，難得能

夠發揮所長的舞台(波多野澄雄、佐藤晉，2007：3)。 

然而東南亞區域，特別是陸地的東南亞在冷戰時期確卻歷經多次的戰亂。

雖然今日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新加坡、越南、泰國、柬埔寨、

寮國、緬甸，合稱為東協十國，但回想起東協創立的動機，卻是因為海洋的東

南亞(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新加坡)反對陸地東南亞的共產主義而

結成聯盟。因此現在世人所見到的東協十國，其實是在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

才出現的重大轉折(白石昌也，2014：87)。 

在這樣歷史紛亂的背景下，日本自覺擔負區域安定化的責任與功能(波多野

澄雄、佐藤晉，2007：3)，先是與東南亞各國發展雙邊關係，1970 年代以後隨

著東協作為區域組織的成長與擴大，日本也與其建立對話關係。因此就探討日

本與東南亞關係而言，則可以根據雙邊關係的路徑，以及多邊關係的途徑加以

分析。 

相較於歐盟所建立的區域主義，東協區域主義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特

色。根據學者白石昌也的見解，即為：「一方面強化區域成員之間的一體性

(如：近年來所建立的東協共同體)，一方面向外構築多層次的對話與合作框

架，而這些框架更主導東協的核心功能(白石昌也，2014：88)。」換言之，東

協區域主義的特色在於對內強化一體性，對外則強調以東協為中心的立場。舉

例而言，東協在亞太地區與歐洲的布局就符合這樣的精神，首先東協與各個國

家建立「東協+1」，又將中國、日本、韓國彼此串聯成為「東協+3」，最後是將

中日韓與亞太地區形成「東協+6」、「東協+8」等等，足以見得東協複雜而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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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主義特色。 

在上述之複雜而重疊的對話框架中，日本因此也擁有兩種相異的身分立

場，在「東協+1」的情況下，日本與東協所建立的關係是「戰略夥伴關係」，然

而在「東協+3」、「東協+6」等的框架中，日本則僅為東協向外對話的成員之

一。日本在這兩種立場上，均扮演著「被動」與「等待」的角色，而這種對話

機制往往無法符合日本所希冀的國家利益。為突破在對話環境與議程設定上的

現有架構，近年來日本積極地在東南亞地區發展，以日本為核心的軸幅關係。 

儘管戰後日本就因賠償問題與陸地東南亞，即印支半島、湄公河地區，各

國開始進行政治對話，卻很大程度地反映出日本與該區域建立關係的方式是以

經濟合作為核心(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1999：7)。其因有三：第一是來自舊

金山和約對於支付賠償的規定；第二是日本在當時已掌握優越技術，能協助陸

地東南亞發展基礎建設；第三則是來自東南亞內部對於日本資金、發展貿易的

需求。由於冷戰時期印支半島的戰亂頻仍與內政的不穩定，日本始終無法在印

支半島找到主導發展議程的施力點，直至 1971 年的尼克森震撼後，日本著眼於

美中關係的和解，而趁勢與北越進行接觸，1973 年 9 月更建立外交關係，這樣

嶄新的突破為日本在印支半島的政治經濟布局建立起重要的里程碑(白石昌也，

2011：6-8)。 

然而 1978 年越南進攻柬埔寨，使得日本又失去進入印支半島的機會，柬埔

寨、越南、寮國的情勢一度陷入膠著，卻在 1991 年突然迎來和平，對此日本自

1992 年迅速擴大對印度支那半島三國的援助，並在國際上呼籲各國投入援助，

如 1991 年海部俊樹首相至新加坡演說時，就表明自己要為柬埔寨復興組織國際

會議，其後便有柬埔寨復興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ambodia, ICORIC)的設立。 

近年來隨著印支半島的政治穩定與改革開發的推行，陸地東南亞出現「由

戰場走向市場」的現象，儘管戰火煙硝不再，學者認為：「印支半島仍是各方強

權競逐之所，印支各國為爭處更多抗衡外來勢力的籌碼，勢須積極推動次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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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計畫，以此改善本身的經濟條件，提升經濟實力因應日益糾雜的區域

關係(李文志、蕭文軒，2005：100-102)。」 

因此，綜觀湄公河地區援助的供給與需求可以發現，印支各國的態度轉變

導致強大的需求產生，他們希望藉由國外的援助提升國內經濟發展；而接壤陸

地東南亞的中國、主導東亞經濟秩序的日本、貿易對外積極擴張的韓國、欲在

東協國家稱霸的新加坡、印尼等國家，他們對印支半島的認知，逐漸轉為由湄

公河所貫穿、天然資源富饒的新型市場，也因此不斷加碼對此區域的援助額度

(Macintyre and Naughton，2005：93-94)。 

在這一波供給與需求的交互作用下，日本的角色被突顯出來，其因在於日

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具有三項特色：第一，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開展是由賠償開

始；第二，日本對於東南亞的關注屬於長期而連續的發展；第三，日本在湄公

河地區的援助能結合自身的國家利益、國際社會對於和平與人權的關注，同時

符合地方的發展需求。 

 

貳、政府開發援助的理論回顧：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 

   一國在進行經濟合作組織(OECD)規範內之政府開發援助時，受到該國所處

的時空背景與國內狀況而影響。然而除去以上兩項要素外，國家間仍存在著一

項共同的基本要素主宰著一國外交政策，特別是政府開發援助的施行，意即

「利益」的考量。而在日本學界長期以來儘管針對政府開發援助所發展的國際

關係理論並不多，但仍可在見到如稻田十一與下村恭民，透過類型化的論述探

究國家進行政府開發援助的動機為何？早期日本學者對援助的動機進行類型化

研究時，將座標軸的一端歸類為以提供國際公共財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另一

端則被定義為追求援助國自身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稻田十一，1990：

118)，藉以找出日本在國際援助上的定為。依據上述的思考邏輯，本文認為援

助政策的動機亦可被大致分為現實主義脈絡的「國家利益導向型」、自由主義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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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的「國際公益導向型」、以及根據時空轉變而逐漸調合二的「調合型」三大項

目(下村恭民，2011：75)，以下透過回顧日本探討援助理念與動機的主要文

獻，深入探討國家進行政府開發援助的各種可能動機。 

 

一、「國家利益導向型」 

對於援助國而言，國家利益可分為兩大項目，一是政治利益，二是經濟利

益。在政治利益上又可細分為：國家安全、與開發中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回應

或減緩外部壓力；而在經濟利益上主要是基於各國在建立市場、提升出口、確

保天然資源等目的；實際上對於提供援助的國家而言，政府開發援助的供給往

往是結合政治經濟的雙重考量(下村恭民，2011：68)。 

 

(一)鞏固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在援助的動機上被視為核心利益(Lincoln, 1993: 116)，冷戰時期美

蘇兩強以援助爭取小國投入自身主導的陣營，尤其是美國對於西歐的馬歇爾計

畫，是鞏固市場經濟與民主主義，防範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政策工具。冷戰結

束後，傳統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雖然稍有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在開發中國家的

政治混亂與社會衝突所造成的內戰與難民問題，使得人們的關注由傳統的軍事

安全，逐漸轉往非傳統安全(Lancaster, 2000: 74-76)。舉例而言，美國在 1990 年

代末期就注意到世界的貧困與不平等將對美國的存在造成威脅，2001 年所發生

的 911 事件再度讓美國確認到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Radelet, 2003: 105)。而在日

本國內的討論上，「大平總理的政策研究會報告書」也曾提及：「透過政府開發

援助所建立的經濟合作，是協助日本在和平憲法的框架下，維持和平的國際體

系作出貢獻的唯一積極手段(大平総理の政策研究会，19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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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開發中國家建立友好關係 

根據 OECD 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定

義，政府開發援助是已開發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用於經濟發展和提高人

民生活的，贈與水平 25%以上的贈款或貸款。因此已開發國家能透過政府開發

援助，與開發中國家建立真實的連結，而這種友好關係可能具有政治與經濟的

雙重意義(Higgins, 1968: 276)。 

1960 至 1970 年代美國優先援助冷戰的前線國家，如韓國、南越、印尼

等；雷根任職總統時期，美國也曾優先給與以色列、埃及等親美的中東國家的

對外援助；而 911 後小布希總統為了進行反恐，也曾給與反恐的前線國家，如

阿富汗、巴基斯坦、約旦等，較優先而高額的援助資金(Radelet, 2009: 109)。 

反觀英國與法國的政府開發援助則是優先援助前殖民地的國家，例如英國

給與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肯亞、坦尚尼亞、迦納、烏干達、尚比亞等，

這些國家均受過英國的殖民統治(Robinson and Trap, 2002: 2)。而法國也有相同

的傾向，例如：摩洛哥、象牙海岸、塞內加爾、馬達加斯加等，也是法國過去

控制的保護國。 

日本則是在政府開發援助大綱明白表示，「對日本的安全與繁榮有重大影響

的亞洲為援助的重點區域9」，日本對於亞洲的援助直至今日仍維持很高的比

例，顯示外交戰略的考量上，亞洲始終為日本國家利益的所在之處。在時間的

分配上，1970 年至 1980 年代集中在韓國、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家，1990

年代以後中國與印度比例大增，根據 2014 年的統計顯示，當前日本援助的前十

國為：越南、印度、印尼、泰國、孟加拉、伊拉克、斯里蘭卡、巴基斯坦、阿

富汗。10 

 

                                                      
9 參見：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ODA）大綱」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html(檢閱日期：2016/5/20) 
10 參見：日本外務省「ODA 実績」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html(檢閱

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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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應或減緩外部壓力 

「外部壓力」通常對於中型國家或小型國家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宮下明

聰曾試圖對日本的亞洲外交進行分類，其中援助外交的表現被視為一種典型的

「外壓型回應」(宮下明聰，2004：53)。因外國施壓而調整政策，更是日本援

助政策中特有的特徵，這種情況來自於歷經戰敗的歷史經驗。 

在 1970 年代，以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集團對於日本快速的經濟崛起感到不

信任，曾以「重商主義國家」、「日本株式會社」等字眼批評日本(稻田十一，

1990：126-128)。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聲浪，日本希望藉由國際收支的盈餘反

饋給國際社會，特別是將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到開發中國家。具體而言，1987 年

至 1998 年日本所實施的「資金循環計畫」(financial recycling scheme)，以政府

開發援助的形式協助開發中國家解決債務問題，協助其調整內部經濟結構(五百

旗頭真，2003：2)。在 1978 年至 1997 年間，當日本創下經濟高峰，日本政府

順勢宣布實施五次中程計劃。這項計畫是由福田赳夫所發起，其後歷經五次的

政策延續，前期政策以回應國際社會之要求為背景，後期政策則是日本展現自

主外交，朝向政治大國化發展的具體表現(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

82)。第一次中期計畫為 1977 年至 1982 年，但由於目標(由 1.42 億美元倍增至

28.4 億美元)提前在 1980 年達成(33.53 億美元)，因此實際實施期間為 1977 年至

1980 年。第二次中期目標則是在 1981 年發佈，以 1981 年至 1985 年達成前五

年(1976 年至 1980 年)總金額 106.8 億美元之兩倍，最終達成 180.7 億美元(目標

值的 84.6%)。第三次中期目標則設定在 1986 年至 1992 年達成 400 億美元，與

1991 年達成 1985 年的兩倍(76 億美元)，因後項目標先達成故宣佈下一期目

標。第四期目標設定在 1988 年至 1992 年期間達成 1983 年至 1987 年的兩倍

(500 億美元)，實際達成總金額為 496.87 億美元(99.37%)。最後一次中期目標為

1993 至 1997 年達成總額 700-750 億美元，並透過提高 ODA/GNP 的比例與無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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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協力，提升對外援助的品質。特別是前四次都是以倍增11援助金額為目

標，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開放在援助工作所必須的貨品與服務可與日本企業

以外的企業締結契約，降低了以往「有條件援助(tied aid)」的所占比率，當前

無附帶條件的援助占比達 90%，日本企業喪失 29%的國外訂單。12 

回顧日本的經驗可發現，國家提供援助的其中一項動機是回應外部的壓力

(下村恭民，2011：71)，特別在 1980 年代以後，美國與日本之間因國際貿易的

摩擦，雙邊關係曾一度陷入僵化局面。大規模的援外政策作為改善美日關係的

外交工具，將國際貿易所得到的大量資金，以援助的形式回流至國際社會，不

不僅有助於日本確立援助大國的地位，更有效減緩因貿易順差所產生而對日本

崛起的不信任感。 

 

(四)追求多重面向的經濟利益 

在政府開發援助的草創期，就已經有許多文獻在探討援助與經濟利益的關

係。舉例而言，1954 年至 1970 年代末期美國糧食援助的金額，長期占據美國

總援助的三成，當時這種援助就被視為確保美國國內農產品價格穩定的手段，

而 1993 年克林頓提出「國家輸出戰略」(National Export Strategy)時便坦言，美

國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經濟成長，也是為美國出口創造商業機會(中西泰造，

1998：62)。 

值得一提的是，長期以來日本也因為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成為全球非難的

對象。根據學者的觀察：「美國的援助基本上是基於戰略考量，日本則是具有商

業目的，荷蘭與北歐國家則是著眼於開發中國家的需求(Hjertholm and White, 

2000: 59)。」Edward Lincoln 也曾描述日本作為援助國的傳統形象是：「日本的

                                                      
11 參見：總務省「政府開発援助中期目標の達成状況」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hyouka/oda025.htm(檢閱日期：2016/12/5) 
12 參見：日本外務省「ODA50 年の歩み：第 2 節計画的拡充期 1977～1991 年頃」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hp102020

000.htm(檢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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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與目標明顯偏袒著國內企業的利益，而日本的對外援助正是反映著這

個事實」、「援助作為取得商業利益的正當化理由」、「因過於著重於商業，以致

於日本在援助的分配上卻少戰略或政治的考量，而來自美國要求則是例外

(Lincoln, 1993: 118)。」 

 

二、「國際公益導向型」 

國際社會討論開發援助時，時常主張援助必須是國際公共財，或者援助是

提供國際公共財的活動。「公共財」在經濟學定義是「市場無法供給，或者僅供

給量不足的數量之財貨(Stiglitz, 1988: 43-44)。」在開發援助的分析上，國際公

共財也具有上述公共財的兩項特質。13意即國際社會為實現「國際公益」，藉由

援助的形式使得公共利益得以實踐。然而國際公益中有一部分的公共利益被視

為一般的、普遍的，例如：撲滅貧窮、環境保護、預防傳染病等，另一部分

如：民主化、善治(good governance)等，常帶有較主觀的價值判斷(下村恭民，

2011：37)。國家提供援助的動機除了追求國家利益外，也可能因實踐國際公

益，根據學者的主要見解，本文認為國家實踐國際公益的動機至少有以下八

點。 

 

(一)分擔國際社會的責任(burden sharing) 

開發援助常與實踐「國際責任」的活動互相連結(Chatterjee, 2004: 1)。責任

的來源可能是國家對於世界共同體的認識、南北雙方的利益、貴族義務

(noblesse oblige)、殖民地的遺緒等等。 

                                                      
13 然而亦有學者認為，ODA「並不能完全符合純粹國際公共財的必要條件」。根據千明誠與深

尾京司的見解，若能透過援助使得國際秩序得到安定，減緩開發中國家的貧窮問題，那麼援助

可以被認為是國際公共財。然而援助國的目的若是提升出口、確保天然資源，或企圖維持對前

殖民地的影響力，為尋求在聯合國大會的支持等，則援助僅是為了追求本國利益的「私有財」。

由於援助的同時擁有「公共財」與「私有財」的兩種特性，故只能被稱為「不完全的公共財

(impure public goods)」，並得出「先進國家的援助在某種程度而言都是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

(千明誠、深尾京司，199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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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世界共同體的認識，1996 年世界銀行任命加拿大前總理萊斯特

皮爾森(Lester Bowles Pearson)為首的評估小組，全面地審核對外援助政策，從

而形成標誌著西方主流援助觀點的「皮爾森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earson Report)」。面對西方的「援助疲勞(aid 

fatigue)」，皮爾森報告給予一個道德性的回答，認為「富者將物質分享給貧者

是再正確不過的事」。對於外國援助的行為，皮爾森報告認為這是基於，「我們

都住在世界村之中，我們認知到自己歸屬於世界共同體」(Pearson, 1969: 5-7)。 

其次，1980 年西德首相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透過非正式的委員會發表

「布蘭特報告(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Brandt Report)」，布蘭特強調

「南北雙方的共同利益(mutual interests)」，報告中建議有鑑於南北發展的差距，

已開發國家應該將資源轉移至開發中國家(Brant，1980：87)。上述觀點結合國

際公益與國家利益，近年來日本經濟圈也以互惠的觀點看援外政策，認為「促

進開發中國家的商業活動也能加速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形成良好的經濟循

環(經濟同友會，2006：2)。」 

再者，基於貴族義務的援助與慈善活動與有共通性，Susan Pharr 曾探討開

發援助與基督教的關聯性發現，對外援助與維和行動與基督教的海外傳教行為

有根本性的關聯，過去遠渡重洋的傳教士大多抱著救贖異教徒的信念，向未開

化的人民傳播文明等目的而施以援手(Pharr，1988：4)。 

 上述三者均對國際責任有清楚的解釋，說明國家與國家之間亦如同人與人

之間，有扶弱濟貧的社會責任，開發援助便是實踐國際連帶責任的工具。 

 

(二)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與追求人道價值是國家進行開發援助的重要動機(稻田十一，

1990：118)，包含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在內，世界主要的援助國家幾乎都

會把人道主義明定在實施政府開發援助的目的與宗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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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人道主義的援助往往與解決貧窮問題有關，學者分析這是因為基於人

道主義的精神，貧窮被視作與平等原則(egalitarian principle)互相牴觸，意即貧

窮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收入問題，更代表著機會的剝奪，因此援助國應藉由援助

使受援國脫離貧窮，追求和平繁榮的機會平等(Robinson and Trap, 2000: 2)。 

 人道主義之所以為國際公益，主因在於其「以人為本」的理念，此種概念

主張援助與其說是國與國關係，不如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援助被視為有助

於達成全人類的社會福祉，創造幸福的國際社會之方法。 

 

(三)關懷貧窮 

人道主義的興盛，造成國際社會對於貧窮問題的討論也趨於全面。尤其是

1980 年代中葉以後，貧窮在開發援助所占的比率提高，便產生了「貧困主流

化」的現象(下村恭民，2011：59)。2009 年的聯合國千年高峰會，亦將全面削

減貧窮納入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之中，不僅強

化援助國對貧窮議題的關注，更要求受援國應採取主動姿勢，制定以三年為期

的「削減貧窮戰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 PRSP)，督促受援國

積極解決貧窮的問題。 

脫離貧窮之所以成為國際公益與人道主義的精神有關，其因在於極度貧困

將嚴重打擊個人的生存尊嚴，協助脫離極度貧窮往往是援助國設置援助計畫項

目的重要指標。 

 

(四)永續發展 

研究開發經濟的專家 Jeffrey David Sachs，認為改善貧窮是使世界經濟持續

成長的關鍵要素，永續開發的概念因此在開發援助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Sachs, 2005: 18)。受援國透過接受援助與建立貿易關係發展當地經濟，改善國

內生活品質，而援助國則受惠於受援國日充沛而低廉人力供給，並擴大援助國

產品的消費市場，進一步擴大雙邊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促進世界經濟的良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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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就援助國與受援國的互動描述上，這樣的觀點也能涵蓋國際公益與援助國

的國家利益(Easterly, 2002: 13-14)。 

永續發展在降低一國內的貧窮人口上，有著功不可沒的重要性，藉由受援

國的經濟成長帶動就業與生產，促使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提升生活水準，當開發

中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開發中國家進一步成為西方產品的廣大市場，進一步

對全球經濟的永續發展產生正面效益。 

 

(五)世界和平 

和平對於世界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國際公共財，追求和平可說是政府開發援

助最重要也最理想性的目標(下村恭民，2011：63)。冷戰時期，隨著兩極對立

的激化，主要援助國以援助鞏固自身陣營的穩定。二十世紀末期，內戰與解決

區域爭端逐漸成為援助的重要目標(Lancaster, 2007: 74)，種族與宗教的衝突不

斷，尤其是 911 事件後，小布希政權發起的反恐戰爭，更加速以援助積極建立

和平的世界浪潮(Lancaster, 2007: 62)。近年來，美國所定義的「和平」動機，逐

漸與國土安全相互結合，因此就現今而言國家透過援助所追求的和平，已結合

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成為一種綜合性的目標(下村恭民，2011：64)。 

 

(六)散播普世價值 

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為了防止共產勢力的擴張，援助往往有某些政治性的

附帶條件，這些附帶條件在一連串的宣傳與包裝下成為「普世價值」，這些價值

往往是西歐社會所期待的規範框架，例如：推行西方經濟體制、民主主義、法

治、人權等(Stokke, 1995: 9)。 

民主和平論者認為實施民主制度的國家因為其國內的民主制度，使得輕易

對他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將因受到民意牽制而有所降低，在國際中衝突的可能

性亦將相對減少。民主作為一項共同道德規範，透過國內依法而治的約束與代

議政治的運作，能夠減少國家主動發起戰爭的動機，而能帶來國際間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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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於「自助努力」與「脫離受援國邁向新興援助國」的協助 

所謂「天助自助者」，日本的援助政策屢屢強調自助努力的重要性，日本的

這項特點也受到國際的一定矚目(Pharr, 1988: 14)。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

國際援助組織，或者其他的主要援助國，亦歡迎受援國藉由自助努力發展國家

完整經濟制度的行動，並鼓勵受援國盡早自行獨立，脫離受援國身分，並走向

新興援助國之發展，將援助之成果進一步回饋至國際社會。 

日本與國際組織、其他主要援助國的差異在於，就認知上受援國必須接受

「國際上所認知的良好制度」，例如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的市場自由化、降低政府

干涉等，完成所謂的自助過程；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比較著重，依據當地的社

會特徵，找出符合受援國特色的解決之道，這種「內嵌式」的詮釋，是日本對

外援助的重要特色(下村恭民，2011：66-67)。 

自助努力作為一項國際公益之原因在於，透過開發援助協助受援國自力更

生、塑造國家自主地位的觀念建構。此種觀念有助於受援國回歸正常的經濟軌

道，致力於發展經濟，帶動國際經濟流動的良好循環。 

 

(八)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環境保護作為 21 世紀最重要的全球議題，主要援助國也逐漸增加「環保項

目」在 ODA 項目的比例，同時以更優渥的條件協助發展中國家導入環保型開

發(森晶壽，2009：8)。各國在 ODA 項目下設置的環保計畫，提供綠能建設低

利貸款的援助等，或者將環保作為實施援助的條件。 

環境保護的動機奠基於永續開發的概念，援助國期待受援國能在追求地方

經濟成長的同時兼顧環保，以達到資源的永續利用。當前，工業汙染成為國際

公害，綠色援助計畫則致力於減少國際公害、創造國際公益，使得地球作為集

體公共財達到永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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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回顧主要學者對於國家實施的動機觀察，本文認為在以稻田十一為主的前

期援助理論的研究中大多嚴格區分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觀點，日本學術界在

傳統對開發援助的認識是，援助國家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出發，提供「國際公

共財」(石田滋，2006：8)。然而在後期的研究中，學者逐漸承認國家利益與國

際公益可以同時存在，甚至是相互融合，藉由國際公益的政策宣示，達到國家

利益的政策目標。 

透過上述對於援助動機的分析發現，國家經常巧妙地將國際公益結合國家

利益，藉由國際公益的包裝，實踐以政治經濟為主的國家利益。而事實上，國

際公益往往被列為國家推展政府開發援助的目的與宗旨，卻往往能在字裡行間

發現國家從沒有放棄藉由援助同時達成國際公益與國家利益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認知下，筆者將這種國際公益與國家利益的調和現象稱之為「國

家利益的在地化」。以日本對湄公河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為例，國際公益指的

是，透過援助建構良好的經濟體制，脫離貧窮並改善生活水準；而對於日本政

府而言，國家利益則是結合政治與經濟，跨越國家層次與國際層次，特別是日

本中小企業的活性化與追求日本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地位。 

因此本文透過觀察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媒合過程，分析日本如何以「國

家利益的在地化」，一方面兼顧湄公河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需求，一方面擴

大日本企業在東南亞市場的影響力，並建構日本在東協與湄公河國家中的話語

權，其構想來自於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融合，參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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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融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歷史與制度回顧 

在第一節的文獻回顧中，筆者主要探討國家進行援助的動機。透過觀察援助

中「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各項動機類型，本文認為先進國家的政府開

發援助基本的特徵為「調和型」。由於本研究旨於探討「援助外交政策的成

效」，因此承接著上一節理論研析所得到的思考脈絡，本節則著重於制度與政策

宣示的變遷，切入視角由援助理論轉向外交政策的研究，其中特別設定政府編

制與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大綱)的變化作為觀察對象，闡述制度隨著國際潮

流與日本國內利益而變化的過程，點出政策宣示中日本在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

尋求平衡關係的證據(下村恭民，2011：77)。 

 

一、政府編制的變革 

戰後，援助作為日本推展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工具，在制度上歷經了多次變

革，而每次的調整都可作為觀察日本調整內外利益的重要證據。日本學者曾回

顧 1955 年外務省賠償部之創設至 2006 由內閣組成的「兩大援助機構的業務整

合」、「海外經濟協力會議」的制度變化，觀察日本 ODA 的實施體制以調整相

國家利益 國際公益 

分擔國際社會的責任 

人道主義 

關懷貧窮 

永續發展 

世界和平 

散播普世價值 

自助努力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鞏固國家安全 

建立友好關係 

回應或減緩外部壓力 

追求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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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制，回應國際援助潮流的變化過程(廣木重之，2007：2)。回顧日本 ODA

的歷史，自 1954 年日本開始援助以來，日本的外交即根據國際情勢的變化，多

元地活用援助外交政策(星山隆，2006：3)。為釐清各時代的特色，本文將日本

ODA 體制的歷史區份為四個時期，分別為：1959 年創設外務省經濟協力部、

1974 年創辦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1980

年代設立評鑑部門、2006 年外務省改組國際協力局。 

根據援助在日本國會所被討論的關鍵字詞展現日本在各個時代所追求的相異

對外目標依次為：「重返國際社會」、在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動下追求「開發輸入

政策」、回應歐美批判與反日運動，放寬援助的條件限制以改善「援助的品

質」、近年則來以「強化外交實力」作為戰略特徵(廣木重之，2007：3)。 

 

(一)成立「經濟協力部」與重返國際社會： 

戰後初期，日本政府體制所要面對問題分為兩部分，一是如何對外說明日本

此後作為和平國家的決心，二是在戰後經費缺乏的情況下，努力維持穩定國內

局面。因此在政府的編制上，裁撤不必要機構便成為最主要的改革目標，例如

1945 年 8 月 21 日內閣決議將「將為了達到戰爭而設置的官廳與部局進行廢

止、改組、或縮小規模」，又在同年 8 月 26 日修正外務省官制，縮減為只有一

官房五局14的體制。 

穩定國內局勢後，為解決二戰結束所殘留的外交問題，日本也逐漸恢復外務

省的機能，例如 1951 年 12 月 1 日，日本頒布外務省設置法，以亞洲局、歐美

局、經濟局、國際協力局、資訊文化局，取代原有的政務局、國際經濟局、調

查局、管理局、聯絡局、資訊局，可見得當時對於戰後外交處理的務實程度。

其中國際協力局並非當時已經設置援助相關的機構，這個機構主要負責的是參

與國際組織與國際會議，也就是後來的聯合國局。日本援助之前身可追溯至亞

                                                      
14 五局包括政務、經濟、調查、條約、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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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局第一課所負責的「賠償的聯絡事項」，是為了修補二戰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

關係的重要手段(廣木重之，2007：11)。 

1953 年外務省雖然已經設立推動東南亞開發與經濟合作的相關制度，但其

優先課題仍是賠償應如何解決(波多野澄雄、佐藤晉，2007：17)。1955 年 7 月

起，日本正式在外務省亞洲局設置賠償部，由調整課、業務課、經理課專門處

理賠償事務。戰後日本對四個國家實施賠償，分別是緬甸聯邦(Union of 

Burma)、菲律賓、印尼與越南；準賠償的部分則有八個國家，分別為泰國、寮

國、柬埔寨、緬甸、韓國、新加坡、密克羅尼西亞，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賠償

情況請參閱下表 1-1 與表 1-2。 

 

表 1-1 日本對東南亞之賠償情況 

 (單位：100 萬日圓) 

 締結時間 終止時間 實施期間 金額 內容 

緬甸 1955.4.16 1965.4.15 10 年 72,000  

賠償協定 菲律賓 1956.7.23 1976.7.22 20 年 190,203 

印尼 1958.4.15 1970.4.14 12 年 80,309 

越南 1960.1.12 1965.1.11 5 年 14,040 

資料來源：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1999，《日本の戦後賠償：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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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日本對東南亞之準賠償：經濟與技術合作 

(單位：100 萬日圓) 

 締結時間 終止時間 金額 內容 

泰國 
1955.7.9 1959.5.3 5,400 特別日圓解決協定15 

1962.1.31 1969.5.3 9,600 經濟合作協定 

寮國 1958.10.15 1965.1.22 1,000 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 

柬埔寨 1959.3.2 1964.7.5 1,500 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 

緬甸 1963.3.29 1977.4.16 47,336 經濟與技術合作協定 

韓國 

1965.6.22 1975.12.17 67,728 
(有償)請求權・經濟合

作協定 

1965.6.22 1975.12.17 102,093 
(無償)請求權・經濟合

作協定 

新加坡 1967.9.21 1972.3.31 2,940 無償經濟合作協定 

 1970.10.9 1972.9.30 2,940 有償日圓貸款 

馬來西亞 1967.9.25 1972.5.6 2,940 無償經濟合作協定 

密克羅尼西

亞 
1969.4.18 1976.10.15 1,800 託管地區美日協定 

資料來源：永野慎一郎、近藤正臣，1999，《日本の戦後賠償：アジア経済協力の出発》：12 

 

賠償是戰後日本走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也確立的日本援助政策的核心地

區。而透過賠償談判的結果顯示，日本在早期就已經將「經濟合作」視為一種

體現賠償的手段(廣木重之，2007：13)。 

國內輿論方面，在這段時期中，日本外交活動與經濟合作，最主要都是基

於「重返國際社會」的時代背景(廣木重之，2007：13)。前 JICA 理事金子節志

認為這個時期的主要特徵在於「戰後賠償」，日本在 1954 年加盟「可倫坡計

畫」(Colombo Plan)16開始提供技術協力，卻也因戰後復興的需要接受美援，因

                                                      
15  由於日本與泰國在二戰期間結為同盟，而日本在泰國的軍事費用由泰國以現金支付，約定

日後日本銀行將以日圓清算，而在戰後這筆借款仍未償還，故 1955 年日泰雙方以條約解決，在

結清剩餘款項的同時，加碼支付 96 億日圓的援助。又因為雙方認知差異，泰國主張將此筆金額

解釋為「無償援助」，而日本認為是「有償的貸款」，日本為顧及泰國的國民情感，最後在 1962

年簽訂新協定，將此筆援助改為贈與。 
16 參見：「THE COLOMBO PLAN」http://www.colombo-plan.org/index.php/about-cps/history/(檢

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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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本是援助的供給方也是需求方。對於亞洲各國的賠償是 ODA 的開始，日

本企業透過實物供給的方式提供工業製品，賠償兼顧日本財政負擔與恢復出口

的功能(金子節志，2012：44)。 

 

(二)國際協力機構與開發輸入政策17： 

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重振，在政府體制與對外關係上也有更為積極的表現，

例如：1962 年 5 月亞洲局的賠償部與經濟局的經濟協力部合併，成為「經濟協

力局」；在 1961 年 3 月與 1962 年 8 月，海外經濟協力事業團(即國際協力銀行

JBIC 之前身)、海外技術協力事業團(即 JICA 的前身)也相繼成立。如此援助外

交的贈與、日圓貸款與技術合作三種型態就此確立，分別由外務省經濟協力局

負責的賠償(無償資金援助)、由海外技術協力事業團負責的技術合作、由海外

經濟協力事業團負責援助款項的撥款(廣木重之，2007：14)。 

除了國內的體制突破外，國際經濟上的轉折更使得日本積極發展政府開發援

助。1973 年中東戰爭爆發，石油危機使得全世界感受到資源的重要性，各國為

了獲得資源開始四處奔走，而資源缺乏的日本更是深受油價騰貴的影響。同一

個時期，因氣候異常也造成食糧短缺，進一步引發物將上升，造成全世界穀物

市場的秩序混亂。1973 年尼克森總統宣布禁止輸出美國大豆，使得日本的豆腐

價格上漲三倍之多。 

日本也開始注意到投資開發中國家的重要性，藉由投資促進當地的開發與生

產，再將價格低廉的產品輸入日本，此種模式即是所謂的「開發輸入」政策。

具體而言，田中角榮首相曾在接受眾議院質詢時這麼回答：「確保食糧是極為重

要的課題。今後世界的糧食供給，將受到氣象條件的不穩定性、人口增加等影

響，可能發生短缺。因此，主要糧食應該盡可能在國內生產，提升糧食的自給

率。以這種觀點來看，除了健全農林水產省的生產基礎，更要獎勵建設生產大

                                                      
17 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投入資金及技術，在當地開發與生產工業品，進而輸入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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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畜類等大規模生產的農地。而非得從海外引進的農產品，則積極推動開發

輸入政策，確保所需農產品的穩定供應(廣木重之，2007：17)。」 

日本對開發輸入政策的高度重視，表現在兩個機關的設立，一是由農林省設

置的海外農林業開發公團，二是通產商業省設置的海外貿易開發協力公團。而

設立單一化的援助窗口，也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特色，對此 JICA 結合技術合作

與海外移民的作業，並整合了開發輸入的相關業務。 

也正因為這樣的政治經濟背景，使得多數學者認為，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帶

有強烈的經濟動機，意即日本的援助是為了鞏固天然資源的供應與拓展自身的

市場所開展的國家利益導向政策，隨即引發了國際輿論的批評與受援國當地的

反日思潮，其後日本逐漸調整政府開發援助的發展方向(渡邊利夫、三浦有史，

2003：107-108)。 

 

(三)設立評鑑部門與改善品質： 

隨著日本經濟的起步與快速成長，日本也不斷擴張對外援助的額度，由

1961 年日本在 OECD 成立 DAG 後加入該組織時起算，在 1973 年日本首次登

上占有比例超過 10%的國家，並在 1989 年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政府開發援

助的提供國，這正是反映著日本經濟高峰的現象，以及日本在成為經濟大國以

後，亟欲增加國際政治影響力的外交目標。 

在五次的中程計畫中，除了援助額度倍增以外，日本為建立自身作為援助大

國的良善形象，同時調整贈與比例及非條件援助比例(untied rate)18、重視整體規

劃，並導入評價制度，自此日本政府開發援助以「品質」作為主要訴求，洗刷

國際上對於日本援助是否為新型態經濟殖民的憂懼。因此，援外政策在這個階

                                                      
18 1980 年以前，日本的援助特徵為綁約率(tied rate)高，援助項目的貸款比例高。1980 年代以

後日本在擴大援助額度的同時，增加非綁約率(untied rate)，例如 1980 年代的非綁約率約佔援助

整體的 52.3%，1993 年上升至 83.9%，2014 年為 86%。參見：日本日本外務省「開発協力大綱

（案）に関する公聴会 参考資料」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1281.pdf) 

(檢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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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面臨「由數量到品質」的過渡期，同時日本為回應國內輿論的壓力，最重

大的體制變革即是建立有效的評價制度。 

歸納此一時期的特色發現，1980 年代日本的援助政策特別重視貿易黑字循

環以及對人道主義與國際道義的考量(金子節志，2012：45)。日本實現高度消

費社會，名符其實地成為先進國家。然而面對經常帳的鉅額黑字，國際社會對

於日本的批判日趨嚴厲，要求日本負擔國際責任的聲浪也日益升高。1990 年代

則是「援助總額登峰」的時代，歐美國家受冷戰終結的影響，逐漸出現「援助

疲勞」(aid fatigue)19而減少 ODA 的提供，日本卻在 1991 年首度突破美國，成

為世界第一的援助大國。 

 

(四)國際協力局與強化外交實力 

進入 21 世紀以後，日本進入經濟低迷、ODA 銳減的時代。ODA 實施體制

也因此迎來新的時代，如：獨立行政法人化、組織整併等(金子節志，2012：

45)。 

2006 年 8 月外務省再度進行組織改革，並成立「國際協力局」，將原本由國

際社會協力部執掌的跨國經濟合作事務交由國際協力局辦理。國際協力局成立

後強化了政府開發援助的重點化與集中化，接管所有有關經濟的國際合作事

項，並設置專門小組與任務小組。 

2006 年 4 月日本亦設置由首相與少數官僚所組成的「海外經濟協力會議」

20，該會議由內閣官房長官所舉辦，能匯集政治領袖的意見，將以戰略規劃活

用政府開發援助，再配合外務省的相關組織，達成意見的疏通與政策的有效遞

達。日本對於政府開發援助的關注又再度提升，由政府單一部會提升至跨部會

                                                      
19 學者曾歸納引發「援助疲勞」為，援助國的財政惡化、國民對於 ODA 支持度的低落，兩大

因素(下村恭民、辻一人、稻田十一、深川由起子，2001：287)。 
20 海外經濟協力會議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議長，議員由內閣官房長官、外務大臣、財務大臣、

經濟產業大成所構成，2006 年 5 月 8 日至 2009 年 7 月 1 日共有 23 次會議，2010 年宣布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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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高層級的政治議題，設置能夠對援助政策之重要事項的議論平台，更是期

待能夠使 ODA 發揮戰略性意義(廣木重之，2007：25)。 

安倍晉三上台以後並未沿用小泉時期所設置的海外經濟協力會議，而是另外

成立「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21」。會議由內閣官房長官擔任議長，成員則

有副首相兼財務大臣、總務大臣、外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國土交通大臣、

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兼內閣府特命擔任大臣，與海外經濟協力會議相同功能在於

跨部會的政策討論空間，與之不同的則是納入國土交通大臣，將日本援助戰略

定位成「基礎建設輸出」為核心的全面規劃。 

2013 年成立至今已開辦了 24 次會議，11 次的內容討論 ODA 與基礎建設輸

出戰略的走向，6 次集中於東南亞議題，具體包括緬甸、印尼、東協與湄公河

地區，其他 7 次則分別討論非洲、印度、北美、中南美、中亞，顯示了日本長

期以來對亞洲的不變關注，更展現出日本在開發援助的關注重點為「基礎建設

輸出戰略」。 

 

 

 

 

 

 

 

 

 

 

 

                                                      
21 參見：首相官邸「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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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日本援助制度的主要轉變 

時期 歷史背景 制度設計 

1954 年至 1976 年 

體制整備期 

1.戰後重返國際社會 

2.解決賠償問題 

1.成立賠償部與經濟協力部 

1977 年至 1991 年 

計畫擴充期 

1.石油危機與開發輸入的提倡 

2.邁向世界最大援助國 

1.成立國際協力機構 

2.組織評鑑部門，致力於改善

援助的品質，回應國際社會

對日本援助的批判浪潮 

1992 年至 2014 年 

理念擴充期 

1.日本經濟力下滑，因而出現

援助疲勞與國內反對 

2.強化外交實力 

1.首度制定政府開發援助大

綱，並減少預算，進行質與

量的調整 

2.2003 年修訂政府開發援助大

綱，因應冷戰結束後的變化 

2015 年以後 

戰略活用期 

1.亞洲局勢轉變 1.將政府開發援助大綱更名為

開發協力大綱 

2.以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

議統籌跨部會的援助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大綱)的制定與調整 

1990 年代以後，面對冷戰結束與全球化的進展，國際社會也面臨全新的課

題，例如：建構和平(peace-making)、民主化、全球治理等議題浮出檯面，各國

國內與國際間的貧富落差更突顯消除貧窮的急迫性，意即後冷戰時代，國家所

面對的是一個國際公益與國家利益混淆的時代，解決貧窮除了基於國際公益中

的人道主義以外，更可能是基於消彌社會對立的衝突，確保國家安全的動機。 

透過檢視 1992 年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的制定，與三次修改(2003 年、2009 年

與 2015 年)大綱的政府調整的過程，可以看出戰後日本面對於不同的國際環

境，逐漸將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交融、調和的現象(石原忠浩，2015：92)。 

為使外國政府與日本國民更瞭解 ODA 運作原則，日本於 1992 年通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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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開發援助大綱」，希望有助於提升政策透明化程度(柯玉枝，2001：34)。據

此，日本聲稱在進行援助時將顧及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尊重主權、平等與不干

涉內政)與被動原則(要請主義)22，同時考量到地理位置、歷史淵源以及對國家

安全之影響，亞洲被列為主要重點援助區域，尤其是東南亞地區。檢視 1992 年

政府開發援助大綱的基本理念發現，日本特別強調追求國際公益的重要性，例

如：「解決貧困」、「人道主義」、「追求和平」、「確保自由、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

值」、「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環境保護」等等。23在國家利益方面，則僅提

到「與開發中國家增進友好關係」，日本在此時期僅提到發展外交關係的利益，

然而 1992 年大綱中國際公益的追求大過於國家利益的追求，這種提供國際公共

財的慷慨，展現了日本不僅要做經濟大國，更期待扭轉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地

位。 

面臨國內與國際環境雙重劇變，再加上國內輿論對於 ODA 內容及外務省之

批判浪潮，日本也順應情勢在 2003 年日本針對前述 ODA 大綱進行 11 年來首

度之修訂工作(石原忠浩，2006：37)。目的部分首先便提及：日本「ODA 的目

的是，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並藉此確保我國的安全與繁榮」，此

外又特別提及「透過 ODA 對開發中國家的安定與發展做出貢獻。如此確保我

國的安全及繁榮，並與增進國民利益深度連結」。24透過上述的文字表現，展現

出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透過 ODA 追求國家利益的比例逐漸提高，政府開發援

助也正是成為一種對外政策的手段，更是提升日本外交實力的重要工具。 

2009 年民主黨完成政黨輪替，在各種政策上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岡田

克也擔任外務大臣期間，重新檢視過去自民黨任內的 ODA 政策，對國家利益

                                                      
22 根據日本日本外務省的解釋，要請主義是基於尊重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由對方的委託而進

行的援助。然而對於這種被動原則的反省，日本日本外務省也承認「主動」援助必要性逐漸上

升，使得日本有必要脫離狹義的被動原則。 
23 參見：日本日本外務省「旧・政府開発援助大綱（1992 年 6 月閣議決定）」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hp203020

000.htm (檢閱日期：2016/5/20) 
24 參見：日本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大綱（2003 年 8 月閣議決定）」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hp203010

000.htm (檢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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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直言不諱，打破以往國際公益大於或等於國家利益的局面，強調援助並

非「慈善事業」，而是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為達成共同利益的「手段」。25 

2015 年 2 月內閣透過決議再次修訂 ODA 大綱，並更名為「開發協力大綱」

26，單向授予意義「援助」字眼已從施政方針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雙向互惠

的「協力」，這樣的精神也可在開發協力大綱的前文發現，日本認為「構築和

平、安定與繁榮的國際社會，與我國國家利益已經逐漸密不可分」。27 

這種詮釋方式可以說是將和平、繁榮等國際公益，與自身的國家利益相互交

融，也就是筆者所定義之「國家利益的在地化」，日本政府透過調整 ODA 大

綱，將自身所欲推行的政策目標與國際公共財綑綁，這部大綱又成為援助實施

的法源，ODA 大綱是一套政治的附帶條件(conditionality)，賦予日本與受援國

建立「正面連結(positive linkage)」與「反面連結(negative linkage)」效果，一方

面 ODA 大綱賦與日本發動「反面連結」，即為以停止援助達成日本政策目的之

手段的合法性(下村恭民、中村淳司、齋藤淳，1999：110-111)。另一方面，透

過「正面連結」鼓勵受援國的自助努力，將受援國順利導向國際體系。 

 

 

 

 

                                                      
25 參見：日本日本外務省「開かれた国益の増進―世界の人々とともに生き、平和と繁栄をつ

くるー：ODA 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 最終とりまと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kaikaku/arikata/pdfs/saisyu_honbun.pdf (檢閱日期：

2016/5/20) 
26 根據日本日本外務省的解釋，開發協力指稱「以開發中區域的開發為主要目的的政府及政府

相關機構所進行的國際協力活動」，而對於「開發」的定義由狹義轉為廣義，其範圍包括和平構

築(peace building)、治理(governance)、促進基本人權、人道援助等活動。參見：日本日本外務

省「開発協力，ODA って何だろう」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about/oda/oda.html 

(檢閱日期：2016/5/20) 
27 參見：日本日本外務省「開発協力大綱について」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67688.pdf (檢閱日期：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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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觀點、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觀點：重拾在地性 

儘管日本在進行援助政治時，重視提升當地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如日本在

援助計畫中屢屢提及「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等作為，但在實際上日本在

拓展援外政策時，仍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 

在上一節文獻回顧中，本文先以援助理論說明國家利益與國家公益相互結

合的現象，在接下來的研究內容中，本研究期待將上述理論實際運用在日本對

湄公區域開發的戰略規劃上，並將此種現象稱為「國家利益的在地化」，意即日

本將自身的國家利益轉化成對於東南亞國家的政治承諾，並在協助在地發展的

同時，致力達成日本的國內利益，如：活化中小企業發展、鞏固天然資源供應

地等。 

此外，日本追求的國際公益須進一步轉化為受援國的國家利益。當前，日

本雖然以國家利益作為出發，透過國際公益的訴求進行援助計畫的實施；然而

這些國際公益必然符合受援國的國家利益，否則援助計畫的條約本身即無法成

立。因此本文認為，國家利益的在地化(由日本投射至湄公區域國家)與在地的

國家利益(由湄公區域國家投射至日本)的兩股力量必須同時存在，方能使得援

助的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使日本與湄公區域產生互惠互利的共享經濟體。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為完整綜觀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在湄公區域的發展脈絡，以及求得多樣化視角

的視角觀點，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文獻分析法有助於

以不同角度進行同一事件的評估，並歸納不同研究結果尋找交集相互補強，裨

益促進對於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有進一步的討論。另一方面，藉由橫跨年代之文

獻分析，日本與湄公河國家間的戰後賠償、政局穩定後的擴大援助、近年來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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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中日援助競逐等面向進行觀察，筆者希望有體系地整理與歸納日本援助外

交對於湄公河地區所發揮的成效。 

 

二、深入訪談法 

「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為本研究之輔助性研究方法，用以補充文

獻與外務省網頁資料未盡之處。 

本研究的第二章與第三章探討日本的東南亞外交與援助政策之轉折，於參與

2016 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期間，有幸訪問京都大學教授清水

展，並在 2016 年亞洲青年東南亞學者國際研討會期間訪問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

所所長河野泰之教授，為本文之內容提供更為精闢的見解，特別是清水教授參

與草根援助計畫的經驗，有助於筆者理解日本援助中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 

最後一章為日本對泰國援助的案例研究，筆者參與政治大學舉辦之泰國國立

發展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專題演講時，有

幸與 Prapon Sahapattana 副校長討論有關日本在泰國的援助計畫。這樣的經驗能

夠加強筆者理解在援助現場的政府、民間等利害關係者所扮演的角色，有助於

理解受援國對日本外交政策的看法，獲得探討泰國經濟建設的意見根據，以及

泰國人民對吐瓦經濟特區的想法。 

 

參、研究限制 

本文預期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在湄公河地區的實踐，能明顯看出日本為回應

東南亞國家興起的「以民為本的在地需求」，融合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達成「國

家利益在地化」，在基礎建設的輸出上，達成日本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供給與受

援國政府追求經濟成長的需求，故能建構互利雙贏的政治網絡。 

由於預算成本上的限制，筆者並未進行湄公地區的田野調查，因而無法取

得更具信服力的第一手資料，僅能由日本外務省與國際協力機構的網站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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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報告，此乃本論文的第一項限制；此外，儘管筆者具有英、日文閱讀能

力，缺乏東南亞語言的閱讀能力，使得文獻檢閱的視野廣度上有所不足，此乃

本論文的第二項限制。然而，筆者運用政治大學舉辦的各項活動，掌握與日本

學者與泰國學者的訪談機會，透過深入訪談法克服缺少田野調查的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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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政策發展脈絡 

在說明當前日本對湄公區域的整體戰略以前，本研究要先從日本對東南亞

的援助外交開始談起，這項發展涵蓋「信任醞釀期」、「擴大交往期」與「深化

合作期」三個階段的變化，並受到東南亞由「戰場」到「市場」的重大影響。

這項歷史軌跡的變化反映日本經略東南亞的政策軌跡，藉由這項政策發展脈絡

的介紹，可以更清楚了解日本當前關注湄公區域的理由，進而解釋日本如何透

過政府開發援助，形塑出日本當前參與東南亞事務，深化區域整合的發展模

式。正因如此，本章將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當地發展的視角，描繪日本政

府開發援助進入中南半島的歷史契機；第二部分討論日本與東南亞由懷疑到信

任的發展過程；第三部分則以擴大交往為主軸，說明小泉時期以後至安倍執政

以前的政策脈絡；最後一部分關注近期安倍執政後的發展，總結日本對湄公區

域開發的變化軌跡。 

 

第一節 從「戰場」到「市場」 

1988 年泰國總理察猜(Chatichai Choonhavan)喊出「變印支戰場為市場」

(turning the Indochina battlefield into a trading market)的「印支倡議」(Indochina 

Initiative)，企圖在中南半島樹立「泰銖經濟圈」(Baht economic zone)，目的在

於使泰國成為中南半島的金融中心，甚至是成為東南亞的經濟強權(Paisal, 1989: 

11)。學者分析由察猜內閣至川立沛(Chuan Leekpai)內閣期間，泰國印支政策的

基本主軸由防範共產主義的安全考量，轉為「政治是政治，貿易是貿易，兩者

不能混為一談；任何人都應該可以與其想要的對象進行貿易」的思維(李文志、

蕭文軒，2006：227)。 

這項突破性的發展可由國際層次的角度觀之。隨著冷戰的終結，美蘇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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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撤出中南半島，導致冷戰時代美蘇在此區域所構築的扈從關係及同盟關係

隨之鬆動(李文志、蕭文軒，2006：226)。 

亦可以由國家層次的角度進行解釋。泰國對處理柬埔寨問題的態度出現讓

步，使得日本找到解決柬埔寨問題的著力點。日本參與柬埔寨和平協定的過

程，展現日本除經濟地位以外，亦追求政治功能(田中康友，2014：153)。當時

參與柬埔寨和平協定幕後籌備工作的日本外交官池田維，曾在回憶錄寫道：「國

際協力構想的背景來自於，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日本也應適當關切

世界上的戰爭與和平，對於新形成的國際秩序積極參與」(池田維，1996：18-

19)。 

柬埔寨問題是日本轉換外交地位的關鍵事件，柬埔寨和平條約的簽署象徵

著日本重返國際社會，距離上一次日本簽署國際爭端之和平條約則是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時(千野境子，2015：187)；再者，有鑒於日本政府在柬埔寨和平

的積極作為及成果，聯合國秘書長加利(Boutros Ghali)任命明石康擔任聯合國柬

埔寨過渡時期機構(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UNTAC )負

責人，主導查核越南撤軍、舉行和平會談、戰後重建問題等問題，扭轉日本過

去對國際政治的消極形象(余春樹，2012：100)；第三，為強化和平工作的執

行，日本首度派遣自衛隊赴海外進行任務，翻轉過去日本只出錢不出力的外交

舉措，一舉提升日本在東南亞的政治存在感(千野境子，2015：186)。 

自此日本以「強化和平合作」、「拓展國際文化交流」、「擴充政府開發援

助」作為國際貢獻的三大原則，1透過「戰場」到「市場」的過程，日本由消極

低調的外交姿態，轉為積極貢獻國際社會，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推手(田中明

                                                      
1 參見：日本日本外務省「ロンドン市長主催午餐会における竹下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88/s63-shiryou2-5.htm(檢閱日期：2016/7/28)。駐池

田維在回憶錄中寫道：「『國際協力構想』再發布的當下，亞洲地區有朝鮮半島、柬埔寨、北方

領土三大國際紛爭」，「在三者之中，特別是日本對柬埔寨問題應如何做出貢獻，採用何種積極

手段，日本外務省內部尤其意識到必須死咬著和平交涉的過程(池田維，1996，19-20)。」延續

著 1977 年的福田主義，日本仍努力地在東協與印度支那地區進行周旋，並透過「國際協力構

想」的提出，試圖使得日本藉由柬埔寨問題的處理，由純粹的「金主」晉升為能提供區域和平

建制的領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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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2007：72-73)。事實上，1988 年竹下登赴英國參與倫敦市長舉辦的餐會

時，以「為世界貢獻的日本」(世界に貢献する日本)為外交方針，提出建構

「國際協力構想」的三個支柱，分別為：「強化和平協力」、「強化國際文化交

流」、「強化擴充政府開發援助的擴充」，特別是強化和平方面，竹下登認為：

「僅管受限於憲法的規制，我國無法提供軍事方面的協助，然而我國在世界和

平並不會袖手旁觀。我認為我國基於政治與道義，將盡可能地提供協助，包括

積極以外交努力解決紛爭、派遣要員、提供資金等，我國將確立『和平協力』

的概念，提升在維持和平上的貢獻。池田維在回憶錄中寫道：「『國際協力構

想』再發布的當下，亞洲地區有朝鮮半島、柬埔寨、北方領土三大國際紛爭」，

「在三者之中，特別是日本對柬埔寨問題應如何做出貢獻，採用何種積極手

段，外務省內部尤其意識到必須死咬著和平交涉的過程(池田維，1996，19-

20)。」 

延續著 1977 年的福田主義，日本仍努力地在東協與印度支那地區進行周

旋，並透過「國際協力構想」的提出，試圖使得日本藉由柬埔寨問題的處理，

由純粹的「金主」晉升為能提供區域和平建制的領導角色。政府開發援助因此

成為日本推展東南亞外交的首要政策工具，一則使亞洲成為日本展現國際能見

度的重要舞台，二則藉由對東南亞乃至於中南半島的經濟建樹，回應國際社會

對日本的批評，並有助於日本重新找回在亞洲的定位。 

援助國如何運用有限的資金，達成在經濟、外交的政策目的，是對外援助

工作的重要課題。透過分析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在地理分佈情況的變化，不僅有

助於理解日本與受援國所建立的經濟協力關係，更可發現日本外交政策的變化

軌跡(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86)。學者歸納 50 年代至 90 年代日本對

外援助的地理分配發現，50-60 年代的對外援助由「追隨美國」與「經濟外交」

所構成，前者使得日本在援助對象的挑選上排除共產國家，後者是造成日本將

東南亞定位為日本的出口市場與天然資源的供給地之主要因素(金熙徳著、鈴木

英司譯，2002：87)；70 年代以後，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地理分配朝向多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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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日本逐漸增加對中東、非洲與中南美洲的援助額度，其因有二，一是因應

石油危機的爆發，為確保石油輸入的穩定，而強化對產油國的援助；二是隨著

日本經濟實力的崛起，日本亦開始強化對非亞洲區域的影響力，藉以提升日本

的國際能見度(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88)。 

儘管日本的對外援助經歷若干地理分佈的變化，亞洲仍是日本對外援助的

首要區域，根據最新一期開發協力白皮書之數據，2014 年日本對亞洲援助所佔

比率為 58.3%，對中東與北非地區之援助佔 11.6%，對撒哈拉非洲地區之援助

佔 13.2%，對中南美洲地區之援助佔 3.5%(外務省，2016：127)，顯示日本對外

援助的首善之區仍是亞洲。 

若單就東南亞的視角觀察，由 1969 年至當前資料(2014 年度)顯示，日本對

東南亞地區投入的政府開發援助支出總額已累積至 1,172 億美元。在整體趨勢

變化上，曾經出現過四個階段的轉折。第一個階段是由 1969 年日本首度執行一

般無償資金協力至 1977 年福田宣布「五年間倍增計畫」為止；第二階段則是由

1978 年至 2000 年之間，在「五年間倍增計畫」實施下，日本首先放寬援助的

條件限制，日本對東南亞援助的數字也不斷激增；第三階段則是在 2001 年至

2012 年代，儘管日本國內的泡沫經濟逐漸出現崩潰，日本在東南亞所實施的政

府開發援助並未明顯受到日本經濟衝擊的影響，呈現穩定的發展趨勢；最後一

階段則是 2013 年以後，安倍晉三再度執政後新一波的擴大援助，詳細趨勢變化

如圖 2-1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體變化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冷戰因素對於日本政府開

發援助的影響極大，特別是在 1992 年日本首度發表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大

綱)，並擴大對外援助總額，在這波浪潮中印尼是東南亞國家中的最大受惠國，

當年度日本對印尼的支出總額為 16.9 億美元，印尼一國的援助高於日本對中南

半島五國援助的總支出(10.1 億美元)；1995 年與 1999 年的高峰則是延續日本對

海洋東南亞的關注，主要援助集中於印尼與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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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日本對東南亞 ODA 支出總額(1969-2014) 

資料來源：根據外務省「國別地域政策・情報 ODA 實績檢索」，

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檢閱日期：2016/5/20)，筆者

自行繪製。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趨勢，是在進入 21 世紀的十年之間，日本雖然在東

南亞援助的支出總額上維持每年 30 億美元的水準，卻在海洋東南亞與陸地東南

亞的分配上進行第一次比例調整，這代表著日本東南亞政策逐漸平衡在海洋東

南亞與陸地東南亞的資源配置，在 2000 年與 2004 年中南半島兩度與海洋東南

亞達到均分，在中南半島的調整較集中於泰國與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也

出現金額的成長。到了 2012 年，日本再次大幅度調整援助資源的分配，超過六

成的援助資源被突入到中南半島的基礎建設與人才培育計畫上，緬甸更一躍而

起成為日本進行援助的關注焦點，詳細趨勢變化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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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本對中南半島佔東南亞 ODA 支出總額(1991-2014) 

資料來源：根據外務省「國別地域政策・情報 ODA 實績檢索」，

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 (檢閱日期：2016/5/20)，筆者

自行繪製。 

 

歸納日本在東南亞進行政府開發援助的整體變化趨勢，本章認為有必要藉

由回顧日本領導人對於東南亞與湄公區域開發的重要見解，而這些重要的見解

往往反應日本當時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外交困境，希望藉著日本外交政策的轉

變，進一步解讀日本對湄公河開發的政策發展脈絡。回顧過去對於探討日本外

交政策之文獻發現，大多以日本東南亞政策為主，這種以東南亞作為研究範疇

的檢視方式，這種結合海洋東南亞與陸地東南亞的視角雖然有助於歸納日本外

交政策的整體方向，卻可能忽略中南半島作為一個次區域(sub-region)的獨特

性，以及日本在進入 21 世紀後逐漸聚焦湄公河開發的動態變化。 

有鑑於此，本章嘗試以另一種方式來檢視日本在東南亞佈局的發展與變

遷，以吉田茂、福田赳夫、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四位主要領導人為基軸，首

先探討日本在冷戰與後冷戰對於湄公河開發政策的理解與認識，其次藉由四位

主要領導人所提出的具體政策，釐清日本對東南亞與湄公區域開發的回應方

式，最後歸納這些領導人所提出的政策方針，如何影響湄公區域開發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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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信任醞釀期 

壹、吉田主義 

一、吉田茂2與一國和平主義 

「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是日本回應戰後秩序提出的國家發展政

策，這項政策將經濟發展視為首要目標，藉以脫離戰敗國身份，以期日本儘早

恢復應有的國際地位(中西寬，2005：122)。具體的表現上，戰後初期的日本在

外交上採低姿態依賴美國，認為美日安保足以保障日本的安全，因此國家無需

在國防項目過多投入，因此吉田主義下的外交政策以經濟外交為核心。所謂的

「一國和平主義」則主要指在「吉田主義」指導下所發展出的和平主義，日本

一方面受到憲法第九條的約束，一方面仰賴美國的核子保護傘，因此僅將對和

平的觀察侷限在自身不捲入戰爭，保持本國和平的思想(唐嘉虹，2004：44)。 

日本學界對於上述吉田主義的內涵有相當豐富的討論。1960 年代的國際政

治學者高坂正堯曾以「商人式國際政治觀」歸納吉田茂的國際政治觀，意旨信

奉利益高於信念之行為準則，在國際政治領域以追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中

西寬，2005：125)，這也是日本學者首次使用「吉田主義」一詞涵蓋吉田茂的

外交政策。到了 1980 年代，吉田主義一詞開始廣為流傳，例如永井陽之助將吉

田主義以「經濟中心主義」、「輕武裝」、「美日安保」三項特色加以詮釋，並主

張此後的日本外交政策均應奉行吉田主義的戰略思維(中西寬，2005：126)。相

對於日本國內給予吉田主義的肯定與讚揚，美國學者則抱持的相反的態度，例

如長期研究日本歷史的 Kenneth B. Pyle，則將吉田主義定義為「日本式重商主

義」(Japan’s neomercantilist diplomacy)，並批評日本僅追以經濟的角度一味地自

身的國家利益，而逃避承擔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的行為，這樣的詮釋影響西

                                                      
2 吉田茂是日本戰後政治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與外交家，二次大戰結束後曾五度出任內閣總理大

臣(1946 年至 1947 年，1948 年至 1954 年)，並擔任五次外務大臣(1945 年至 1947 年，1948 年至

1952 年)，對日本戰後外交有著不可抹滅的影響力。吉田茂吉田主義是吉田茂時期所呈現的外

交特色，由於日本面對冷戰時期的美蘇對抗，以及根據波茲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的美國

占領，吉田茂主張透過「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謀求日本生存的國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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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吉田主義的認識，日本也因此被冠上為「完全利己」與「自我中心」的負

面形象(Pyle, 1996: 26-28)。 

吉田茂卸下內閣總理大臣一職後，其影響力仍不斷延續。繼任者分裂為兩

派，即以鳩山一郎、岸信介為主的反對派與石橋湛山、池田勇人為首的贊成

派。無論贊成或反對吉田主義，均無法擺脫吉田茂所建立的外交戰略框架。特

別是在 1964 年至 1972 年之間，佐藤榮作揉合贊成與反對的精華，一方面延續

吉田主義以經濟為發展軸線的觀點，另一方面致力於提升日本在美日安保的對

等地位，並使美國交還沖繩的施政權，使得日本全面結束軍事占領的狀態，走

向脫離「戰敗國」的消極地位(中西寬，2005：134)。 

 

二、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東南亞 

日本學者曾回顧日本的東南亞外交，並以「冷戰、復興、開發」詮釋吉田

主義(波多野澄雄、佐藤晉，2007：1)，推敲其意可發現，「冷戰」代表的是日

本當時所處的國際體系，美日安保條約一方面為日本帶來安全的國際環境，另

一方面卻迫使日本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並阻斷日本與中國市場連接的

機會，因此在進行戰後「復興」的工作上，日本必須另闢途徑，而「開發」東

南亞使之成為經濟市場，即為吉田內閣的東南亞政策核心。3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初期日本並未特意將中南半島或「湄公區域」與東南

亞作區隔，日本對中南半島的認識延續了二戰時期的觀點4，以「印度支那」

(Indochina)概括地稱呼越南、柬埔寨、寮國，這樣的稱呼是根據法國曾經對上

述三國進行殖民的共通點得來，被英國殖民的緬甸，以及在殖民時期保持獨立

                                                      
3 在吉田茂的回憶錄中曾提及：「一旦發生什麼事，對日本來說東南亞開發是關乎生死的議題。

今時今日支那已被完全封鎖，日本只能向東南亞尋求工業資源與國民食糧。甚至對美國來說，

這樣來利用日本才能容易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且對於受援國來說也有極大的利益(吉田茂，回想

十年上：55)。」 
4 其後日本在 1959 年至 1960 年開始以技術合作的形式與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Committee)，儘

管因中南半島爆發戰爭無法完成建設工程，然後「湄公河流域」作為一個跨越主權國家範圍的

地理單位之概念逐漸萌芽，影響日本對這個區域的想像(白石昌也，2011：5)。 



 

 42 

的泰國，均被排除在印度支那的範疇之外(白石昌也，2011：3)。 

相較於戰前日本以武力侵略東南亞，以及軍事大國的形象，戰後的日本在

憲法第九條「永久放棄發動戰爭或行使武力」的限制下，日本將經濟復興視為

戰後的首要國家發展目標，並在政治與外交上極力追隨美國的腳步(吳佩殊，

2006：112)。因此對外援助成為推展經濟外交的首要政策工具，在東南亞的實

踐上則是以「賠償與經濟協力的一體化」為核心，一方面處理戰爭賠償的外交

問題，一方面則以經濟合作確保市場與原料，為日本國內的經濟復興提供有力

的後盾。事實上，此種運作機制有賴於 1951 年《舊金山和約》對於「實物賠

償」的規定，透過日本政府支付日本企業實際金額，並以日本企業所生產的製

品或勞務作為賠償物，輸出至賠償要求國，參見圖 2-3。 

 

 

 

圖 2-3 日本戰後賠償運作簡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這種賠償的模式，使得日本企業得以獲得日本政府的資金挹注，在東南亞

以賠償之名義進行水壩與工廠的建設案，建設完成後亦有維修與零件供給的經

濟連結。實物賠償事實上圖利日本企業，儘管其後這種形式由賠償轉化為開發

援助，日本企業卻已搶得進入東南亞市場的先機。學者亦指出，實物賠償與開

發援助相互結合的結果，造成這種賠償對於「道歉」與「贖罪」的色彩淡泊，

賠償款多數用於大型基礎建設，而非戰爭受難家屬，甚至養肥一群日本大企業

(宮城大藏，2015：98)。  

日本政府

•提供資金

日本企業

•進行生產

•擁有技術人才

賠償對象國

•東南亞成為日
本製品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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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運作方式對日本與東南亞均帶來重大影響。在外交方面，美國在日

本與東南亞之間居中斡旋，有助於形成反共的第一島鏈，由北串連日本、菲律

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越南，呈現以美國為核心的「美國-日本-東南

亞關係」。在經濟方面，透過美國的政治號召，許多國家放棄日本以金錢支付賠

款，而以實物或勞役替代。這樣的賠償形態有效降低日本外匯存底的流失，並

為日本經濟注入發展的動力。 

在 1953 年至 1967 年期間，日本前後與菲律賓、印尼、緬甸、泰國、寮

國、柬埔寨、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簽署賠償或準賠償的經濟協定，透過

解決戰後賠償問題的途徑，日本商品相當於以無貿易障礙的形式，進入到東南

亞市場，參見前章表 1-2。其後日本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也由「賠償」轉變至

「經濟協定」，再由「經濟協定」轉變至「政府開發援助」，三項名詞的轉換顯

示一步步脫離戰敗國身份的努力，也代表著日本回歸國際社會的進程。 

1950 年代中期後，結合資金與技術的政府開發援助，成為日本促進投資與

貿易的重要手段，當時的日本通產省也不諱言，經濟合作的重點在於確保「輸

出市場的擴大」以及「貴金屬輸入市場的鞏固」(山影進，1985：141)。在這種

政治氣氛下，日本逐漸確立「貿易、投資、援助」三位一體的援助模式，意即

日圓貸款的援助形式，為日本企業創造投資與貿易的市場環境，達成日本國內

的經濟利益，可謂吉田主義運用在政府開發援助的具體表現。 

站在日本的角度來看，「三位一體」的援助模式，是以具備一定經濟能力的

國家為對象，透過日圓貸款協助受援國發展經濟，強調培養受援國發展自力更

生的「自助能力」，並期待受援國能透過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支持下，努力由受

援國身份畢業，有朝一日搖身成為援助國(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

162)。西方主要援助國則批評日本「三位一體」的援助模式，並認為日本透過

日圓貸款的援助模式，重現吉田主義中「自私自利」與「日本式重商主義」的

魅影(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163)。就受援國的角度而言，援助與投資

貿易相互結合的結果，日本企業大舉進駐東南亞市場，造成市場壟斷，不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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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援國發展自主經濟的負面影響(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164)。援助計

畫的談判過程往往被視為國家機密，而援助撥款後亦由受援國，若發生收賄情

況往往是受援國的內政問題，援助國無從干涉(段家誠，2016：49)。久而久

之，造成東南亞市民社會對於日本勾結獨裁政權的負面觀感，進一步擴大國際

社會對於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批評聲浪。 

1974 年 1 月田中角榮以首相身份出訪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印尼，各地爆發激烈反日運動，在雅加達街頭造成 11 人死亡。日本企業不斷擴

大在東南亞的經濟版圖，當地民眾卻鮮少直接面對日本人，這種疏離逐漸成為

衝突得火苗。反日群眾主要以學生與知識份子為中心，他們反對過度依賴外國

資本的蘇哈托體制，當地學生認為日本助長獨裁政權，因此為了抵制日本的行

為發起拒買運動與反日遊行。反觀當時日本對於東南亞的關注僅局限於如何確

保進出口市場，日本的貿易與投資沒有符合當地的發展需求，僅將東南亞國家

看作是提供原料的附屬區域，這種「新殖民主義」的行為使得當地社會對於日

本的不滿情緒逐漸升高（波多野澄雄、佐藤晉，2007，164）。 

 

貳、福田主義 

一、自我改造與對外政策之調整 

1970 年代，國際政局發生很大的轉變；首先在經濟上，1973 年第四次以阿

戰爭爆發，造成石油價格飆漲，使得日本對政府開發援助的見解產生轉變，日

本注意到透過對外援助確保戰略資源的重要性，並開始將海外農林業開發納入

援助的計畫項目中；其次在政治上，東南亞的南越、柬埔寨、寮國的非共產政

權崩潰，共產政權取而代之掀起中南半島的政治波動，並且對泰國、馬來西亞

等東南亞鄰國造成安全的威脅；在意識形態上，美國於 1977 年卡特總統就任

後，選擇由越南撤兵，蘇聯則趁美國撤出中南半島時填補東南亞的權力真空，

日本面對前述情況，開始對東南亞的非共產國家展開積極的區域合作，以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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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方式，防範共產主義的擴張。 

此外，就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而言，日本在戰後曾提出了許多援助東南亞

政府之計畫，東南亞各國人民對於日本在二戰時期的侵略行為仍記憶猶新，並

對於日本的各種援外政策抱持懷疑態度，以致東南亞各國的反日運動四起，東

南亞各國人民認為日本僅是將軍事力量轉換成經濟手段，迫使東南亞國家在經

濟上「不得不」依賴日本(彭凡、楊昊，2013：156)。 

為回應上述幾項周邊政治環境的改變，1977 年福田赳夫5出訪東南亞之

際，提出了「福田主義」，以「誠心外交」(heart to heart diplomacy)為主軸，強

調日本不會追求軍事大國，但務必將致力於東南亞與全球的和平、繁榮與穩

定，並且試著推動中南半島國家的相互理解與諒解(宮城大藏，2015：163)。 

事實上，福田主義所代表的是，日本以經濟實力強化與日本-東協的政治關

係的外交政策。福田首相所採取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則致力於在美國、蘇

聯、中國之間取得外交上的平衡，並對中南半島的共產政權採取較為寬容的態

度，試圖將緬甸、柬埔寨、越南與寮國整合進東協範疇內。 

學者矢野暢作為這項歷史事件的目擊者，曾仔細分析福田主義的六大特

徵，藉以說明日本進行自我改造的過程。首先，馬尼拉演說中日本揮別過去謝

罪(apologetic)史觀，脫離南進政策自卑症候群，以自信積極的態度面對東南亞

各國；其次，日本首次稱自己為「大國」(power)，展現自主外交的路線切換；

第三，採用哲學性話語，包攝日本的國際責任、東南亞強韌性(resilience)、東協

與印度支那的和平共存等，以抽象概念強化政策論述；第四，將南北問題認真

納入討論架構中，藉以回應國際社會與東南亞對日本的批評；第五，強化領導

人魅力(idiosyncrasy)，福田赳夫透過個人魅力，透過外交演說描繪日本國家形

                                                      
5福田赳夫於 1976 年至 1978 年出任第 67 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儘管在任期間僅 714 日，卻對

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有著指標性的影響力。特別是福田以誠心交往定調日本與東南亞關係的外交

方針，至今仍受日本主流政治菁英之推崇。福田赳夫長期參與日本政治，前後擔任農林大臣

(1959 年至 1960 年)、大藏大臣(1965 年至 1966 年、1968 年至 1971 年、1973 年至 1974 年)、外

務大臣(1971 年至 1972 年)、行政管理廳長官(1972 年至 1973 年)、經濟企劃廳長官(1974 年至

1976 年)、副總理(1974 年至 1976 年)。 



 

 46 

象；第六，日本國內媒體大幅報導，使得日本的對東南亞外交在得到正面的社

會支持，成為政策延續的重要助力(矢野暢，1978：24-30)。 

 

二、東南亞外交的拓展 

(一)經濟層面 

1978 年日本提出「五年間倍增計畫」，在 1980 年，日本整體援外金額超越

了原訂的 28.5 億美元，達到 33 億美元的新高。同年，日本更設定了在未來 5

年內(1980-1984)超越 1976 年至 1980 年援外金額的兩倍之目標，一方面回應以

美國為首的援助大國對日本的批判聲浪，一方面透過擴大對東南亞政府開發援

助的總量金額，企圖扭轉日本在東南亞的負面形象，強化日本作為援助國的角

色(彭凡、楊昊，2013：158)。除此之外，日本也開始注重開發援助的「品質」

問題，具體表現有兩項。第一項是取消日圓貸款的附帶條件，援助實施過程中

不必選擇日本企業作為承包商。(金熙徳著、鈴木英司譯，2002：79)第二項則

是以人類基本需求(basic human needs)架構關注當地需求6，也是日本的東南亞政

策中首次出現「以民為本」(people-centered)的政策規劃。這樣的轉變，有助於

日本從社會需求的角度，誠懇地期待能取得東南亞國家的信任。 

 

(二)政治層面 

福田主義所重視的「對等合作」展現在政府開發援助，象徵著日本從過往僅

強調經濟利益、從一貫的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戰略主軸，逐漸轉換成帶有國際政

治意涵的援助實作。事實上，在福田之後的幾任首相同樣延續著福田主義的路線，

不斷提升「政治擴張型」東協政策的權重，展現了路徑依賴的路向。如 1980 年

                                                      
6 隨著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人類基本需求的號召，日本也在 1960 年代起採納此種援助的

概念，以糧食、居住、飲用水、衛生設備、健康、教育等協助受援國人民脫離貧窮。福田主義

宣布後，日本對於人類基本需求的援助比率由 1977 年的 10%，一口氣在 1978 年上升至 23%。

參見：日本外務省「ODA50 年の歩み」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pamphlet/oda_50/ayumi2.html (檢閱日期：20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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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鈴木善幸所提出的「鈴木主義」(Suzuki doctrine)以及之後的「宮澤主義」

(Miyazawa doctrine)，均揭示了此一轉向的後續進展(彭凡、楊昊，2013：158)。 

配合日本對東南亞在經濟外交政策的積極佈局，日本也開始參與東協事務

對話。1976 年，日本擴大既有的「日本-東協合成橡膠論壇」之範疇，組建「日

本-東協論壇」，以作為雙邊廣泛意見交換的平台；其後福田首相出席「日本-東

協高峰會」，並與東協五國就雙邊貿易問題達成協定，在多邊貿易談判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MTN)的架構下檢討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同時承諾

提供東協工業計劃(ASEAN industrial projects )總額 10 億美元的援助，主要用於

協助印尼及菲律賓尿素的生產需求。 

在這個時期，日本在中南半島雖然缺乏具體的政策倡議，然而日本透過凍

結對越南的經濟援助，並以重新提供援助做為政治條件，試圖影響越南對柬埔

寨的軍事行為。日本透過負面連結試圖阻止非人道、非和平的軍事行為，並透

過正面連結 

提供經濟誘因，給與發展和平與民主的實際利益，上述的作法於 1992 年被

正式寫入政府開發援助大綱，「和平發展、非軍事、民主化」成為日本提供經濟

援助的政治附帶條件。 

 

(三)文化層面 

國際交流基金前理事長小倉和夫曾回顧日本推展國際交流的歷史發現，

「1970 年代日本的文化外交有重大轉變，是時候面對反日情感，因這種態度的

暴發已經成為對日本經濟實力崛起的反對力量。眼見國家過度依賴日本的貿

易、投資、開發援助，引起地方人民的不滿，因此將日本稱為“Banana Japan” 

或“Faceless Japan”，前者是因為日本就像是香蕉一樣，看起來是黃種人，剝掉

皮才發現是白種人，後者則是因為東南亞對於日本人的印象是 Sony, Honda 或

者是日元大鈔，日本如幾乎不與東南亞人面對面來往(Ogura, 2009: 47)。 

是以福田首相任內，除上述政治與經濟連結的強化以外，更受矚目的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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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角度，化解東南亞人民對日本的猜疑，逐漸走向信賴的文化政策，

這也是對日本經濟優先形象的重塑。 

福田主義特別強調以社會文化的角度推展柔性權力的說服與宣傳，化解過

去因文化疏離所產生的政治誤解。例如：1974 年啟航的「東南亞青年之船」，

1977 年日本在東協文化基金投入 250 百萬美元來促進東協國家間的文化交流，

同時提倡東協與第三國之間的交流。1979 年東南亞青年邀請計畫是為了促進日

本及東南亞新生代的相互認識，更設置東南亞新生代日本獎學金、人力資源發

展計畫、日本東協研究合作基金、21 世紀東協日本友誼計畫促進學生旅遊與交

換等，此外日本也以無償援助的方式協助東南亞古蹟保存等項目，由此深入東

南亞社會網絡，強化日本對東南亞的親近感（渡邊靖，2011，169）。 

 

第三節 擴大合作期 

壹、小泉純一郎與東亞區域整合 

就國際層次的角度而言，冷戰結束與中國崛起是日本進入 21 世紀後面對的

最重要課題。中國大陸學者金熙德曾以「新保守主義」歸納小泉政治7的特色，

其因在於小泉擺脫二戰後體制、日美軍事一體化、配合美軍向海外派兵、走向

政治與軍事大國，背離吉田主義以來輕武裝、重經濟、依賴美國的「保守本

流」路線，走出了一條二戰後最激進的保守政治路線(金熙德，2008：218)。日

本學者宮城大藏則以「大膽與破格」(大胆さと常識の打破)來形容小泉時期的

對外關係。首先，在對美關係上，小泉首相積極配合小布希總統(George Bush)

所發起的反恐戰爭，派遣自衛隊前往印度洋與伊拉克，與小布希建立深厚的盟

友關係；其次在周邊關係上，小泉多次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造成對中關係與對

韓關係的緊張，甚至在 2002 年突然宣布將出訪北韓，是日本戰後外交上相當特

                                                      
7小泉純一郎於 2001 年至 2006 出任第 87-89 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執政天數達 1980 日，是日

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位時間的三長的首相，僅次於佐藤榮作與吉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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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領導人(宮城大藏，2015：250)。然而在經濟關係上，上述兩位學者均同

意，日本是以「新自由制度主義」推動亞洲進一步的經濟整合與區域合作(金熙

德，2008：218) (宮城大藏，2015：253)。 

就區域層次的角度而言，2002 年小泉出訪東南亞五國，宣示日本將延續福

田主義的精神，建立日本與東協間「真摯而開放」(sincere and open)的夥伴關

係，共同面對 911 事件後變動的國際情勢，解決全球化時代下非傳統安全議題

(飯島勳，2007：59)。解析小泉首相所說的「真摯而開放」，其意涵包含兩部

分：「真摯」代表著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日本將延續「誠心外交」，以繁榮、和

平、相互理解與信賴關係，持續與東協發展合作關係；「開放」則意味日本將活

用多邊框架，這種互動模式能有效納入中國大陸，同時又限縮此一崛起強權的

政經影響力(彭凡、楊昊，2013：166)。具體而言，小泉提出五項「面向未來的

合作」的具體構想(initiative)，在社會文化上培育人才與舉辦「日本-東協交流

年」與「日本-湄公交流年」，以政治、經濟、文化與功能性議題連結，強化雙

邊在多方議題的合作意識；在經貿合作上提倡「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夥伴架構協

定」(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JACEP)以及「東亞發

展倡議」(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IDEA)，促進日本與東協各國的

雙邊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在安全議題上，延

續美日聯合反恐的基調，強化日本與東協共同打擊海上犯罪，強化能源安全的

國際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與東協強化合作的多項構想中，小泉首相並

未排除與中國合作的可能，特別是小泉在 2002 年的博鰲論壇上公開宣示，「中

國對日本並非經濟的威脅，有必要強化中國與日本是相輔相成的經濟關係。中

日間相互依存與持續改善經濟，將有助其他亞洲各國改善經濟。這也是進一步

發展廣泛協力的方法」，會中小泉主動駁斥經濟上的「中國威脅論」，充分顯示

此時日本基於「開放」的戰略思維，致力將中國納入日本所領導的東亞經濟建

制之操作(飯島勳，2007：74)，參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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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小泉純一郎參與東亞區域事務紀錄 

時間 會議 重要發言 

2001/10/19-22 APEC 峰會 日本與美國聯手反恐 

2001/11/4-6 東協加三高峰會 聯合反恐，定調恐怖活動是跨越國境的問題 

以湄公區域開發為核心，提倡東亞的合作 

重視東協，強調首腦會面的重要性 

2002/1/9-15 出訪東南亞五國 揭示日本東亞外交的新目標：東協政策延續福

田主義、建立夥伴關係；五項具體倡議強化日

本-東協關係 

2002/4/11-13 博鰲論壇 定調中日關係在經濟上的互補，相互依存，否

定中國威脅論 

2002/10/25-29 APEC 峰會 確保自由而開放的市場，協助開發中國家進行

反恐的能力建構 

2002/11/3-5 東協加三高峰會 中日韓在北韓問題上的意見交換、安保課題 

加速實現「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合作協定」、合

意舉辦「日本-東協交流年 2003」 

2003/10/6-9 東協加三高峰會 中日韓進行投資協定與經濟合作會談、簽署

「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2003/10/19-22 APEC 峰會 針對反恐、WTO 促進貿易、SARS 防疫、智慧

財產權進行會談 

2004/11/19-24 APEC 峰會 貿易投資自由化、善治與知識社會、強化人類

安全、中日關係因靖國神社一事生變 

2004/11/28-

12/1 

東協加三高峰會 中日韓：朝核問題、安理會改革、伊拉克問

題、東亞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利益，合

意舉辦東亞高峰會；與 CLV 三國進行會談，強

調湄公區域開發 

2005/1/5-6 東協領袖特別會議 南亞大海嘯；日本發表演說，強調在資金(2.5

億美元捐給國際組織，2.5 億美元以雙邊途徑捐

贈)、人力(自衛隊參與救災)、知識(海嘯預警系

統)上的協助 

2005/11/18-19 APEC 峰會 貿易與投資自由化、智慧財產權、能源、反

恐、禽流感；強調日本對韓國與中國發展友好

關係，不應為了一件事情的見解相議，破壞由

經濟、文化、體育、人民所建立起的良好互動 

2005/12/11-14 東協加三高峰會 以東亞共同體為長期目標，承諾對 CLV 援助

(220 億日圓)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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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小泉構想」的時代背景而言，中日關係以不似冷戰後期般穩定。

經濟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已經由過去的「援助國與受援國」關係，轉變為

「投資與貿易」關係，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為追求將低成本，逐漸將生產據點

移往中國；在政治上，隨著中國經濟體的急速擴張，中國逐漸強化對外主張，

在區域關係上，由過去的雙邊關係，逐漸轉向積極多邊關係的建立，特別是中

國積極參與東協事務，並對於南海爭端展現態度軟化並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後，中國逐漸能利用東協區域論壇的場域，與東協國家建立信賴關係。就

上述分析而言，中日互為敵手的競爭關係逐漸浮現(宮城大藏，2015：253)。 

特別是，當 2003 年中國成為東協核心法律框架《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的第一個域外締約

國，區域情勢的發展對日本的東協政策造成了極大的壓力，使得日本隨後在

2004 年加快腳步與東協正式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彭凡、楊昊，2013：

167)。 

總體而言小泉構想雖然以「開放」態度，在制度設計致力於容納中國的參

與，然而此時的中國已開始致力於發展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秩序，中日兩國的

競爭關係因而浮現。對於東協而言，日本的制度化提供了東協區域整合的前

景，中國的參與則給予東協未來持續發展的經濟動力，也因此區域中的兩大強

權開始對東協乃至於中南半島的援助開始積極加碼，以強化自身領導權。 

中國大陸學者金熙德評論日本推動東亞合作政策幾度沈浮的過程發現：「二

戰後日本將自己定位為亞太經濟合作的首倡者和推進者，隨著日本經濟的崛

起，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推動『東亞經濟合作』逐漸成為日本的既定方針」

(金熙德，2006：146)。 

1991 年以後日本經濟陷於長期蕭條，其後在 1997 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

世界貿易組織和 APEC 等多邊機制暴露出局限性以及日本政治大國化志向日益

膨脹等多種因素的複合作用，促使日本重新審視其東亞區域整合的政策。 

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期間，任期達五年的長期穩定，使得日本在東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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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乃至於對東南亞政策與湄公開發有長足的進展，並透過參與 APEC 峰

會、東協加三高峰會等多邊對話機制，使得東亞整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然而

與此同時，中國亦對推動東亞區域整合日趨積極，對此儘管小泉首相多次以公

開發言，強調中日之間在經濟關係的相互依賴，然而在東亞整合的議程設定上

雙方爭奪主導權、相互掣軸的傾向日益明顯，為日後中日雙方在「湄公區域開

發」的基礎建設爭奪埋下競爭的種子。 

 

貳、湄公次區域政策的登場 

進入 21 世紀後，國際環境驟變，特別是在亞太區域的平衡已有所改變。相

對於日本經濟實力在泡沫經濟後的一厥不振，中國經濟在採行改革開放後逐漸

崛起，東協國家也逐漸擴大與中國的合作。對此，日本的東南亞經略也由與東

協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區域關懷」，擴張為以區域及次區域的雙元結構，並以

政府開發援助作為進入湄公區域議程的重要政策工具。 

事實上早在福田赳夫提出「誠心外交」的時代，日本就已經開始關注中南

半島，並希望扮演中南半島與東協的溝通橋樑，以和平主義的精神協調共產與

非共產國家之間關係，然而福田赳夫的心願卻因為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未能實現

(白石昌也，2011：32)。直到 1987 年 7 月日本收邀出席「柬埔寨問題巴黎國際

會議」(Paris Conference on Cambodia)，重新燃起日本國內對於中南半島的政策

辯論(白田昌也，2011：8)。 

回顧由戰前到當代日本對中南半島的認識，不得不區分三個名詞。首先，

「印度支那」是延續殖民時期以來的文化史名詞，指涉範圍是曾受到法國殖民

的柬埔寨、寮國及越南(白田昌也，2011：2)。其次，「大湄公河次區域」(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是由亞洲開發銀行所發起的新型區域概念，其

地理範圍包括中國西南(起初只有雲南，2005 年後加入廣西壯族自治區)、緬

甸、泰國與上述印度支那三國(白田昌也，2011：22)。最後，「湄公區域」(メ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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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地域)則是起源於「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其後

在日本的制度設計下，逐漸脫離原有河川治理的概念，並將其解釋為廣義的印

度支那地區，意旨由中南半島五國(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泰國)所組成

的地理次區域(白田昌也，2011：24)。 

正因為各方對於中南半島在認識的不一致，在日本尚未定義出明確的「湄

公區域」範圍以前，日本的次區域政策一直擺盪在「印度支那」與「大湄公河

次區域」之間。例如，1993 年宮澤喜一首相因應柬埔寨戰後復興需求，所推動

的「印度支那總合開發論壇」(Forum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ochina, FCDI)，僅著眼於「印度支那」所指涉的地理範圍，強調針對柬埔

寨、寮國、越南三國所進行的個別經濟援助(白田昌也，2011：17-18)。 

然而隨著「印度支那」三國與緬甸推動加入東協的局勢演變，1992 年亞洲

開發銀行所提出的「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計畫」，則更明確希望以湄公河流域國

家之密切合作，協助新加入東協的 4 個會員國，發展投資與觀光，並改善貧窮

問題。面對上述情勢，日本的「印度支那」次區域政策顯得十分過時，因為議

題焦點已經由「柬埔寨戰後復興」轉為「協助後進國家加入東協」。對此，日本

提出「東協經濟部和日本通商產業部會議」(AEM-MITI working Group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Indochina and Myanmar)的對話建制，將狹義的印度支

那地理範圍轉換為由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所組成的新加入東協 4 國，以

協助上述 4 國調整內部經濟結構(白田昌也，2011：19)。1997 年柬埔寨、寮

國、緬甸、越南順利加入東協後，改組為「東協-日本經濟和產業合作委員會」

(AEM-METI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Committee, AMEICC)，持續協

助導正東協內部的發展落差，促進東南亞的區域整合。 

在區域上整合海洋東南亞與陸地東南亞的連結，在次區域上過去因意識形

態的對立得以消弭，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為概念為核心的開發計劃，逐漸成

為日本對外政策的重心所在，1996 年 3 月提出因應「大湄公河次區域」概念，

日本開始以外務、通產等相關省、廳及民間企業共同組成的「大湄公河圈開發



 

 54 

構想」協調會議，由政府開發援助採「越境開發方式」援助，即超脫以往雙邊

貸款與技術援助的格局，做超越國境的運輸交通網路及水力建設（邱振淼，

1997：46）。 

2000 年以後「湄公區域」取代「印度支那」，成為日本稱呼此一區域的普

遍用語。本研究以「湄公區域」作為研究主題，因此在觀察上以日本對柬埔

寨、寮國、越南、緬甸及泰國所進行的政府開發援助為核心。當前，日本對湄

公區域的政府開發援助以「跨區開發」及建立「區域連結性」為主要特徵。跨

區開發主旨在於超越傳統由雙邊關係建立的援助，以區域整體為視野，打造生

產網絡；區域連結性則是奠基在區域開發的構想之上，透過發展階段的差異，

讓區域各國進行產業分工(外務省，2014：4-1)。這項構想有別於「印度支那」

與「大湄公河次區域」，主因在於湄公區域既容納中南半島所有國家，又適度排

斥中國在此項建制的影響力，如此一來日本得以透過國際會議的召開，與中南

半島國家構成直接對話的管道，合理化日本進入區域開發議程，以及建立其影

響力投射的軸幅關係，各名稱比較參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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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日本的次區域認識與湄公區域政策 

 印度支那 大湄公河次區域 湄公區域 

名詞起源 殖民時期，由法國所佔

領的區域 

亞洲開發銀行提出 湄公河委員會 

地理範圍 柬埔寨、寮國、越南 柬埔寨、寮國、越南、

緬甸、泰國、中國西南 

柬埔寨、寮國、越南、

緬甸、泰國 

3 國 6 國 5 國 

日本次區

域政策 

FCDI (1993-1995) AEM-MITI (1995-1996) 

AMEICC (1997-1999) 

大湄公圈開發構想工作

小組(1996-2002) 

東西與南部經濟迴廊 

(2001-至今)  

開發三角地帶援助

(1999) 

日本-湄公協力 

(2003-至今) 

日本-CLV 協力 

(2004-2008) 

關注重點 發展差距 

日本作為東協與共產國

家之間的橋樑功能 

經濟迴廊 

連結性與跨區開發的計

畫典範(日本僅是觀察

員，非當事國) 

軸幅關係 

確立日本參與區域開發

的正當性，建立以日本

為核心的跨國對話平台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參、湄公區域開發的聚焦 

延續著冷戰結束後日本政壇對中南半島的關注，2002 年小泉首相出訪東協

各國時，提及：「湄公區域開發不能只停留在 ODA，更要結合市場整合、投

資、貿易等機制，提出一套新的戰略」(外務省，2014：2-7)。 

有鑒於「印度支那總合開發論壇」與亞洲開發銀行所提出之「大湄公河次

區域開發」而被取而代之的失敗經驗，「湄公地區開發的新概念」參考「印度支

那總合開發論壇」政策設計，卻改採與「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相互搭配，強

調兩者的非替代關係(白石昌也，2014：147-148)。小泉時期在對外經濟關係

上，仍是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期戰略思維，採取合作大於對抗的作法。 

2003 年 12 月，小泉出席「日本-東協特別高峰會」，並簽署「日本-東協東

京宣言」與「日本-東協行動計畫」，其核心在於確認日本將繼續遵守福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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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強化與東協合作關係之上，為湄公區域開發提供三年 15 億美元的援助金

額，提出「湄公地區開發的新概念」(New Concept of Mekong Region 

Development) 8。 

「湄公區域開發的新概念」聚焦於新加入東協的柬埔寨、寮國、越南與緬

甸，因長期戰亂與經濟秩序的混亂，與其他東協國家所產生的發展差距，以

「加速東協一體化、實現持續的經濟成長、開發與環境相互兼顧」為三大核心

目標，提出強化「湄公地區開發」的三項具體政策(外務省，2014：2-7)。首先

在經濟援助方面，日本承諾提供道路、橋樑、港灣、鐵路等運輸建設，並就電

力、通訊、水資源方面提供技術上的協助。此外，湄公區域開發展現與援助各

方行為者的合縱連橫。首先，在國際組織方面，與亞洲開發銀行緊密合作相，

協助建設東西經濟迴廊，以強化中南半島的物理連結；其次，在民間資金方

面，日本強化既有的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派遣專家前往中

南半島，協助當地人民學習基礎金融知識，振興與鼓勵中小企業創業，建設債

券市場，活化中南半島的整體貿易投資環境；再者，以區域合作上，日本藉由

以湄公區域開發，強化東協周邊機構進行合作，展現日本尊重東協一體化與東

協中心性的態度。 

就「日本-東協-湄公」三者的合作關係而言，日本將湄公區域開發視為促

進東協區域一體化，推進東協共同體的重要工作。具體而言，小泉純一郎在

2006 年 3 月 27 日參與東協高峰會時表明設置「日本-東協整合基金(Japan-

ASEAN Integration Fund, JAIF)」，以總額 75 億日圓協助東協區域整合，湄公區

域開發則在打造連結性與物流網絡的建立與東協共同體息息相關。2013 年安倍

晉三宣布 JAIF2.0 計劃，表示加碼提供 1 億美元，強化日本與東協的海洋合

作、防災對策、防恐與網路安全、強化東協連結性。 

                                                      
8 參見：日本外務省「New Concept of Mekong Region Development」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year2003/summit/mekong_1.html(檢閱日期：

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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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後小泉時代的政策延續 

2006 年 9 月，小泉純一郎以第二次任期已滿宣布卸任自民黨總裁，由安倍

晉三接任自民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自此日本政壇又陷入短命首相的震盪其

中，直到 2012 年 12 月安倍晉三第二次職掌首相。 

這段時期中，日本總共歷經六任首相，前三年由自民黨的安倍晉三、福田

康夫、麻生太郎領導日本，2009 年起民主黨擊敗主導日本政壇半世紀的自民

黨，完成政黨輪替，由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任職內閣總理大臣。 

日本首相任期時間短頻頻更換的政治特徵，不利於發展東南亞政策。日本

新聞評論就曾直指其因：東協各國官員任期長，有時候長達十年甚至十五年，

都不是稀罕的事情；再加上東協經常召開各種會議，一年次數可能高達千次，

東協常任官員透過頻繁參與會議，早已成為熟識老友，「他們甚至能透過彼此對

話相互感化」。(千野境子，2015：191)因此在 2006 年至 2012 年的政治環境

下，即便日本政壇歷經政黨輪替，其東南亞政策仍秉持著福田主義，並且延續

小泉構想所提出的「湄公地區開發的新概念」，與中南半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

關係上發展更多的議題連結，以下就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菅直

人所提出的主要建制進行統整，請參見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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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006 年-2012 年間日本對湄公開發之主要建制 

首相 主要建制 主要內容 

安倍晉三 

(2006/9/26-

2007/9/26) 

日本-湄公地區夥伴計畫

(Japan-Mekong Region 

Partnership Program)9 

1. 三大目標：強化區域夥伴關係、實踐

區域持續成長、確保人民生活品質與

尊嚴 

2. 三大支柱：強化區域連結、擴大本貿

易投資、價值共有與解決區域共同課

題 

3. 三大措施：擴充 ODA、貿易協定、

強化區域政府高層對話 

福田康夫 

(2007/9/26-

2008/9/24) 

日本-湄公外長會議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10 

1. 主軸：信賴、發展、安定的日本-湄公

協力、在國際議題上各國對日本的政

治支持 

2. 成果：東協-日本中心(ASEAN-Japan 

Centre)舉辦促進投資講座、推動設置

日本-湄公友好議員聯盟 

中日湄公政策對話(The 

meeting of the Japan-China 

Policy Dialogue on the 

Mekong Region)11 

1. 中日就湄公開發進行意見交換 

2. 湄公區域的穩定與發展，對日本、中

國、湄公區域三者均有益處 

3. 這項機制由雙方外交談判決定日期 

日本-湄公交流年

(Mekong-Japan Exchange 

Year 2009)12 

1. 由福田康夫提出，麻生太郎接手舉辦 

2. 擴大實踐日本與湄公區域五國在政

治、經濟、文化、青少年交流與觀光

的關係建立 

3. 主要議題：提供 200 億美元的

ODA，協助亞洲各國度過金融海嘯 

鳩山由紀夫 

(2009/9/16-

2010/6/8) 

日本-湄公區域領袖會議

(The Mekong-Japan 

Summit Meeting) 

1. 三大方向：湄公區域基礎建設的軟硬

體開發、實踐人類尊嚴的社會建構、

加深文化交流 

2. 主要成果：領袖會議與外長會議的常

                                                      
9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本・メコン地域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プログラム(2007 年發表)」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clv/pdfs/mekong_pp.pdf (檢閱日期：2016/10/20) 
10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メコン外相会議（結果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0801_kg.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11 參見：日本外務省「第 1 回日中メコン政策対話の開催について」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taiwa01.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12 參見：日本外務省「麻生太郎日本国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1/easo_0521.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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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化 

日本-湄公領袖東京宣言

(Tokyo Declaration of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s 

of Japan and the Mekong 

region countries)13 

1. 確立日本與湄公區域發展「通往共有

繁榮未來的新型夥伴關係(New 

Partnership for the Common Flourishing 

Future)」，基於「友愛」精神構築互

惠關係。 

3. 主要目標：湄公區域基礎建設的軟硬

體開發、實踐人類尊嚴的社會建構、

加深文化交流、與其他開發機制的搭

配、外相會議、經濟部長會議常設

化，定期舉辦高級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日本-湄公行動計畫

63(Mekong-Japan Action 

Plan 63)14 

根據東京宣言實施 10 大項 63 件行動，包

括：(1)軟硬體基礎設施(2)公私部門合作(3)

跨區域的經濟制度整合(4)邁向綠色湄公十

年計畫(5)克服發展的脆弱性(6)強化區域安

定與民主化進程(7)以 3 年 5000 億日圓之

ODA，協助湄公地區發展經濟，喚醒日本

民間投資(8)促進日本與湄公區域五國之人

民交流(9)確立「安全與安心的湄公區域」

形象，促進並獎勵觀光活動(10)保護文化

遺產：提升柬埔寨與越南的古蹟修復技

術，獎勵民間及學術推廣 

菅直人 

(2010/6/8-

2011/9/2)  

湄公地區促進公私部門合

作會議(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in the Mekong 

Region) 15 

1. 召集政府官員、民間企業、國際組織

與當地國政要進行各項議題的討論與

意見交換 

2. 主要議題：物流、能源、基礎設施、

培養中小企業及相關產業、行銷世界

遺產以促進觀光 

綠色湄公論壇(Green 1. 延續鳩山由紀夫所提出的「邁向綠色

湄公十年計畫」，結合政府及民間團

                                                      
13參見：日本外務省「日本・メコン地域諸国首脳会議（日メコン首脳東京宣言：骨子）」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s_kaigi/j_mekong09_ts_ho.html(檢閱日期：

2016/10/20) 
14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メコン行動計画 63」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s_kaigi/j_mekong09_63_ka.html(檢閱日期：

2016/10/20) 
15 參見：日本外務省「メコン地域における官民協力・連携促進フォーラム全体会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kanminf/gaiyo.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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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kong Form)16 體的意見論壇 

2. 主要議題：森林的永續開發、水資源

管理、防災與災害處理、改善都市環

境、維護生物多樣性、溫室氣體的共

同減排 

日本-湄公經濟產業合作

行動計畫(MJ-CI Action 

Plan)17 

1. 協助東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回廊之

開發 

2. 優先協助緬甸土瓦港與越南永安港的

建設工程 

3. 相互合作尋找適合當地發展的環保能

源並協助發展環保能源產業 

4. 促進雙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進行各

種有助於發展當地基礎設備與人才培

訓之雙邊計劃 

5. 利用日本經驗協助培育當地中小企業

發展 

6. 在科技產業、紡織業、食品加工業、

觀光業等產業上，日本提供技術協助

以促進產業發展與尋找當地特色等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16 參見：日本外務省「グリーン･メコン・フォーラム」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gmf1106.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17 參見：日本外務省「MJ-CI Action Plan」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

paci/mekong/summit02/mjciap.html(檢閱日期：2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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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由福田主義到安倍路徑圖1 

壹、第二次安倍執政與深化東南亞協力 

2012 年 9 月，安倍晉三再度成為日本首相，安倍一上任便試圖扭轉過去幾

年日本因政權更迭迅速所造成的東南亞戰略赤字(strategic deficit) (彭凡、楊昊，

2013：168)。在安倍政權的東南亞戰略規劃中，「區域整合」無疑是重要的關鍵

字，建立日本與東協之間的「連結」(connectivity)對於日本經略亞洲政局更是

至關重要，「連結」不僅意味著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的商機，東協經濟整合帶來日

本在區域政治的正面形象，而強大的區域整合能使得東協成員更獨立於與中國

市場，與日本建立雙邊貿易連結，矯正東協過度依賴中國經濟力量。 

安倍首相於 2013 年選擇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尼作為首度出訪的國家，

頗有宣示日本深化東南亞合作的意味。安倍選擇雅加達發表「開放的海洋資

源：日本外交新五原則」(開かれた、海の恵み，日本外交の新たな五原則)2，

其中內容包括：(1)與東協國家共同保護、推廣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世價

值；(2)力求遵守國際法並確保海洋的開放與自由，同時歡迎美國再度在東南亞

地區展現其影響力；(3)透過複合經貿網絡，鼓勵雙方貿易、投資、貨品、資

金、人員與服務的自由流動；(4)保護亞洲多元文化傳承與傳統；以及(5)促進年

輕世代的相互交流，增加相互了解。3 

上述外交政策的宣示，為日本的東南亞外交刻畫兩項重要突破。第一、日

本首度在東南亞主張普遍價值，旨在強化民主陣營之間的緊密合作。第二、日

本以航行自由貫串南海問題以國際法解決的外交主張。 

                                                      
1 此一名詞來自於學者楊昊與彭凡對日本東南亞外交政策的類型化分析研究，文中作者認為安

倍晉三的出訪路徑展現日本為確保國家利益所進行的戰略佈局(彭凡、楊昊，2013：168)。 
2 這項演說因發生阿爾及利亞人質事件，其中伊斯蘭恐怖份子劫持多名日揮建設公司(JGC 

Corporation)員工，使得安倍提早結束訪問行程，回國坐鎮指揮救援行動。 
3 參見：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ミャンマー訪問（概要と評価）」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86.html(檢閱日期：2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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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則中的第一點與第二點，代表日本延續既有的價值外交，這項價值得

以宣示，來自於東南亞政治局勢的穩定化、和平化發展。日本與東協雙的共同

價值，並逐步擴散到海事安全的保障，並藉由引導作為域外平衡者的美國，強

化東南亞國家正面回應日本的亞洲想像的戰略誘因。 

在五原則的後半部，足以窺見安倍將「市場、文化與世代交流」進行串

聯，一則強化雙方經貿合作的進展，二則延續「福田主義」的精神，以社會文

化的紮根，發展日本與東協建立信賴關係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在公共

外交的操作上，提出「21 世紀東亞青年大交流計畫 2.0」(JENESYS 2.0)4，以

150 億日圓的行政預算，估計邀請 3 萬 5 千名亞太平洋區域青少年進行交流，

以促進訪日觀光客的增加，並藉由交流增進東亞對於日本的認識，強化日本國

家品牌之形象，以「日本價值」的輸出，貫穿區域安全的一體化、經濟分工結

構的秩序化、以及基於自由、民主、人權所構成的共享價值觀。 

評析安倍首相所主張「日本外交新五原則」，日本學者白石隆認為「牽制中

國」的說法偏離正題，戴著「強權政治」的「有色眼鏡」來理解 21 世紀東亞國

際關係和日本的亞洲外交政策的觀念實在偏題太遠5；中國央視則以「日本鉅資

援助湄公河流域五國，日媒：新東京戰略 2015 明顯指向中國6」，強調「新東京

戰略 2015」與中國「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的競爭關係；另一方面，安倍首

相藉由「湄公開發」的議程設定，提供東南亞國家一個「中國以外」的選項，

讓區域各國能在東亞兩大強權中進行擺盪，來爭取各自最大的利益，也未嘗不

是一個合理的政策詮釋。 

 

貳、由東京戰略 2012 到新東京戰略 2015 

                                                      
4 參見：日本外務省「JENESYS2.0」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3_000069.html(檢閱日

期：2016/8/1) 
5 參見：白石隆「安倍首相出訪東南亞所體現的日本外交新五原則」

http://www.nippon.com/hk/editor/f00016/(檢閱日期：2016/10/20) 
6 參見：央視網「日本巨资援助湄公河流域五国·日媒：《新东京战略 2015》明显指向中国」

http://news.cntv.cn/2015/07/04/VIDE1436024278510178.s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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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日本參與「湄公區域開發」的歷史進程與政策演變，本文發現在安倍

晉三再次掌權後，不僅增加對東南亞整體的援助金額，更是延續「福田主義」

與「小泉構想」對於中南半島的關注，大幅將東南亞援助集中在中南半島的基

礎建設上。 

其中「東京戰略 2012」7與「新東京戰略 2015」8象徵著，日本繼承過往領

導人的政策經驗，宣示未來「湄公區域」將成為政府開發援助的核心焦點，展

現日本進入「湄公區域」的基礎建設開發議程，與「湄公區域」發展軸幅關係

之決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京戰略 2012」與「新東京戰略 2015」兩項政策規劃

之中，展現日本對東協乃至於湄公區域五國的關注，不僅限於經濟關係，而是

逐漸轉向政治、軍事、安全等層面之戰略規劃，並有效地將援助計畫結合日本

國際目標的實踐，以「經濟連結政治」的戰略操作，讓日本與東協及湄公地區

五國，站在東協一體化的既有立場，達成日本所欲追求的國家利益。 

特別是日本於 2015 年 2 月在內閣會議上通過政府開發援助大綱修正案，改

其名為「開發協力大綱」(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9，其中內容明確納

入在非軍事領域援助其他國家軍隊、援助收入水平較高的島嶼國家、與民間進

行投資合作等，這是在此之前未被列入政府開發援助框架的內容。此外「開發

協力大綱」除了繼承過去貢獻國際公益的表述外，更增添了「為我國和平與安

全，實現更繁榮、安定與透明的國際環境、維持及擁護基於普遍價值的國際秩

序等國家利益之確保」，突顯出日本在進行對外援助時，基於本國利益的重要

性；上述的政策轉變再次驗證日本透過經濟手段，達到政治安全目的之操作。 

                                                      
7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メコン協力のための東京戦略 2012（骨子）」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s_kaigi04/joint_statement_jp1.html(檢閱日期：

2016/10/20) 
8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メコン協力のための新東京戦略 2015」（MJC2015）」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page1_000117.html(檢閱日期：2016/10/20) 
9 參見：日本外務省「開発協力大綱の決定」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67687.pdf(檢

閱日期：201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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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東京戰略 2012」政策內容一覽表 

政策背景 政策 

目標 

實施方法 

1.延續「日

本-湄公行動

計畫 63」 

2.結合「日

本-湄公經濟

產業合作行

動計畫」成

果 

3.提出「湄

公開發路徑

圖」 

提升區域連

結 

MJ-CI 行動所提出的交通建設與基礎建設 

亞洲貨物公路(Asian Cargo Highway)構想 

建立東協智慧型網絡(ASEAN Smart Network) 

區域共同發

展 

協助各國發展健全的總體經濟環境 

協助改善當地投資環境(振興中小企業、穩定電

力等) 

促進域內進一步的經濟合作與官民連攜 

促進文化交流與觀光 

協助越柬寮三國共同邊境地帶之開發 

人類安全與

永續發展 

防災處理相關的訓練、技術與設備 

確保食材安全，協助提高當地的食品安全性 

與其他團體合作，協助當地減少嬰幼兒與產婦

死亡率，消除愛滋病、肺結核與瘧疾 

日本要求湄公區域五國在「北韓核武問題」、「核不擴散原

則」、「安理會改革」、「遵守海洋法」採取與日本一致的態度。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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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新東京戰略 2015」政策內容一覽表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政策背景 政策 

目標 

實施方法 

1.延續

「東京戰

略 2012」

與「湄公

開發路徑

圖」 

2.根據

「開發協

力大綱」

提供 3 年

7500 億日

圓規模之

援助 

產業基礎

建設與硬

體設備的

連結性 

日本將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合作，提供五年 1100 億美元的貸

款協助當地發展「優質基礎建設」 

產業基礎建設：協助各國進一步發展都市開發、能源、運

輸、下水道、農業與食品業、電子通訊、衛星定位等產業 

強化連結性：提升域內各國陸海空的交通便利性，包括協

助建設域內鐵路與公路、發展土瓦港建設與各國內水交通

運輸，以及協助整頓各國機場設備與建立定期航班等。 

產業人才

與軟體設

備的連結

性 

產業結構高度化與人才培育：透過「湄公產業開發願景」

與各地經濟特區之建立，培育法律、金融、教育、醫療保

健、農業、女性地位等領域之專業人才 

增進法律制度與智慧財產權、現代化海關與郵政制度、合

理化港口手續等「制度性連結」，以及 RCEP、改善投資環

境等「經濟性連結」 

綠色湄公

與永續發

展 

防災(根據「仙台宣言」降低天然災害風險)、氣候變遷(節

約能源與高效火力發電)、水資源管理(強化湄公河委員會

治理工作)、鯨豚類等海洋生物的保育與永續使用 

與各種行

為者合作 

為達成各項目標與優化發展內容，日本將與域內與全球的

國際組織、關係國(美國與中國)、民間單位進行對話合

作。 

日本要求湄公區域五國在「北韓核武問題」、「核不擴散原則」、「安理

會改革並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南海議題上，依據聯

合國海洋法主張航行與飛越自由」採取與日本一致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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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本章回顧戰後至當代日本與東南亞交往的過程發現，日本與東南亞關係的

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如圖 2-4 所示。 

 

 

 

 

 

圖 2-4 日本與東南亞關係回顧線性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福田主義宣布後，日本與東南亞關係進入信任醞釀期，這個時期東南亞對

日本歷經懷疑到信任的過程，福田主義的提出代表著日本對戰後與東南亞外交

關係的反省，單憑經濟途徑的互動模式，造成東南亞人民對日本普遍的不信

任，東南亞社會甚至以「新殖民主義」解讀日本的作為。因此，在福田主義中

以「誠心外交」作為指導方針，藉由社會文化的擴大交流，彌補日本長期以來

在東南亞人民心中的認識不足。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福田主義亦擴大東南亞援

助，正面回應東南亞政治菁英在經濟面所提出的願望清單。 

 福田主義在進入 21 世紀後仍持續發酵，小泉純一郎執政後亦宣布延續福田

主義的精神，持續與東南亞各國發展「真摯而開放」的合作關係。然而隨著國

際局勢的改變以及中國崛起的浪潮，日本已失去過去單一主導區域發展方向的

優勢。因此在小泉執政後，日本為奪回往日的領導權不斷提出各項政治、經濟

與文化的合作機制，試圖透過各項議題的多元連結，強化自身在東南亞事務的

影響力。此一時期的亮點在於，正式提出「次區域倡議」的政治作為，展現日

本對東南亞的凝視，以從單一視角走向區域與次區域交疊的雙元概念。 

福田赳夫 

1976-1978 

小泉純一郎 

2001-2006 

安倍晉三 

2012-至今 

吉田茂 

1946-1954 

（信任醞釀期） （擴大合作期） （深化協力期） （日本戰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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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安倍晉三再度執政，政權穩定帶給日本更多發揮影響力的機會。特別

是在東南亞與湄公區域的各項制度上，日本透過東京戰略 2012 與新東京戰略

2015 等大型跨區的援助構想，提供日本深化東南亞全方面協力關係的發展路徑

圖。未來可預期日本與東協乃至於中南半島國家，將在經濟建設上有更密切的

互動，這樣的合作關係是否外溢到政治安全網絡的建立，仍有待持續觀察。 

 本章回顧日本佈局東南亞的發展軌跡發現，日本戰後由於和平憲法的限

制，使得政府開發援助成為日本拓展外交的最重要工具。然而政府開發援助並

非萬靈藥，1970 年代東南亞爆發的反日運動成為日本反省外交政策的契機。自

此，日本開始透過政府開發援助納入政治安全、經濟與文化發展等議題，將單

一經濟合作的面向，拓展至多元議題的社會連結。當前政府開發援助仍是日本

參與東南亞事務的首要工具，援助透過雙邊的國家間關係，拓展至以湄公區域

開發為視野的次區域關係，進一步延伸到實現東協連結性倡議，建構東協共同

體的戰略規劃，詳細情況將在下一章陳述。 

 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亦對日本政府開發援助主導區域

開發議程的力道造成衝擊。如何與中國援助進行市場區隔，影響著日本未來是

否能繼續在東南亞保持話語權的核心議題。新東京戰略中所提倡的「優質基礎

建設」與「改善生活品質」則是當前日本回應中國援助的一項對策，受援國當

地社會對援助建設的喜好程度將成為受援國政府選擇接受援助的重要考量因

素。可預期的是，未來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將逐漸由政府對政府關係，走向政

府對民間關係與民間對民間關係，加大受援國在援助中供需關係的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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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之戰略操作 

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之關注，受到國家內部經濟情勢與國際因素的影響，

呈現逐漸聚焦的發展過程。若更進一步將日本對湄公區域的戰略操作進行拆

解，可發現日本對外援助中包含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利

用本研究一開始所提出的幾項疑問：「日本對湄公區域進行大規模的全面援助，

包括：經濟特區開發、東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迴廊、經濟貿易制度、司法制

度、醫療教育制度等，這些援助計劃在湄公區域形成何種戰略邏輯？」，「日本

如何藉由主導湄公區域開發的建設議程，確保日本國內企業的經濟利益，並推

銷日本的品牌形象，打造有利於己的國際環境？」，以此歸納日本透過對外援助

政策實踐「國家利益在地化」的過程。 

 

第一節 湄公區域開發戰略的構想 

壹、湄公區域開發的定位 

根據軍事史學家 Michael Howard 對「大戰略」(grand strategy)之定義，所謂

的戰略，所指涉的是國家為維持獨立、擴張影響力或者增加支配範圍，以富國

強兵、合縱連橫或者國際輿論等方式所進行的一連串政治行為(Howard，2001：

1-10)。儘管本文所研究之開發戰略與此處所指涉的軍事戰略在方法上有些微的

差異，然而在戰略所欲達成的目標上頗為相似，意即本文認為日本希望藉由開

發援助作為實施方式，達成維持國家獨立與生存、擴張其影響力範圍之目的。

就本文第二章所探討的政策發展軌跡之研究發現，近期日本所發表的「東京戰

略 2012」與「新東京戰略 2015」亦實際使用「戰略」一詞囊括日本在中南半島

所進行的政經佈局，2012 年野田佳彥參與日本-湄公區域領袖會議，以「由湄公

河流域國家與第三國領袖所唯一搭建的平台」來詮釋該對話機構的獨特性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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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性1，象徵著「湄公區域開發」為一項連結日本與中南半島利益的共同議題，

透過搭組議題對話的框架，有利於日本進行影響力投射，亦關係著日本經濟的

發展動力。 

無論在政治與經濟上，東協對日本而言均為極為重要的區域。就地理位置

而言，東協位於日本海上能源補給線的戰略位置，鞏固該區域的海上安全，維

持既有國際法秩序，是日本在東南亞所追求的政治利益。經濟上，東南亞更是

日系企業在全球主要群聚的區域，區域內各國之國內需求，更對日本經濟活性

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對於東協而言，各國透過日本政府長期提供的政府

開發援助發展國內經濟產業，雙方在政治與經濟上均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 

長期以來日本關注東協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然而積極介入中南半島開

發議程則是進入 21 世紀以後的轉折。這項突如的轉變激發許多學者的研究興

趣，在臺灣學界亦有學者紛紛由各種角度去探求這項轉變的根本原因。以下本

文回顧臺灣學界對此項問題的研究脈絡，藉由「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與「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的兩項力量的探討，釐清日本何以在萌

發對湄公區域開發之戰略興趣，以及外交資源配置轉換的過程。 

首先，進入 21 世紀後，東協加速區域整合的進程，吸引日本對東南亞積極

佈局。2003 年《峇里第二宣言》(Bali Concord II)提出建構由「東協政治安全共

同體」(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以及「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三個支柱所組成的東協共同體，其後為強化東協各國在區域的領導

力，更積極推動區域整合，因此在 2007 年第 12 屆的高峰會上，將實現東協共

同體的時間由 2020 年提前至 2015 年(陳宗巖，2015：50)。其中，驅動東協經

濟成長與市場整合的東協經濟共同體被視為共同體建成計畫的亮點(楊昊，

                                                      
1 參見：日本経済新聞「日・メコン、成長協力で新戦略採択首脳会議：インフラ建設支援や

投資・貿易促進」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21006_R20C12A4MM0000/(檢閱日

期：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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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a：1)， 2010 年東協高峰會所提出的「東協連結大計畫」(Master Plan of 

ASEAN Connectivity)具體建議各種促成實體基礎建設連結的發展方針，以及強

化與東亞鄰國連結的策略(楊昊，2010：2)。正是因東協自身所發起的共同體願

景，日本以各項「開發援助戰略」回應東協連結大計畫，並將東協規劃為由東

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迴廊所構築的湄公區域，以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

所構成的海洋經濟迴廊，作為兩大連結主軸，提供包含硬體建設(道路、橋樑、

鐵路、機場、港口等)、軟體系統(關稅制度、金融體系、司法制度等)、人材培

育三方面的政府開發援助(日本外務省開發協力白書，2015：128)。 

另一方面，關於資源配置的探討。日本研究學者蔡增家以領導者的認知、

官僚體系的爭議、利益團體的競逐與遊說，以及派閥選區的利益考量，由日本

國內層次分析日本對東協政策的轉變。其結果顯示：日本領導者在認知上，將

中國大陸視為軍事上潛在的威脅以及經濟上強勁的對手；官僚體系則希望以減

少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援助，將更多資源提運用在國內經濟復甦上(蔡增家，

2005：120)；日本國內主要利益團體，例如：經濟團結聯合會、經濟同友會、

日本經濟聯合、日本商工會議所等，雖然希望日本政府運用經濟援助，協助日

本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但代表戰爭遺族所組成的遺族會則因靖國神社問題，希

望日本政府在中國大陸與東協兩方面採取較為平衡的作法；派閥選區利益上，

中國大陸的廉價農產品衝擊日本農業，而農協作為自民黨在民間的最大支持團

體則透過選票影響執政黨的外交佈局(蔡增家，2005：122)。2006 年日本外務省

對中國援助的成果進行盤點，並分別在 2006 年與 2007 年結束一般無償資金協

力項目與日圓貸款。2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在 21 世紀後崛起的經濟實力，對日本產生政治與經濟

的壓力，這股力量在日本國內形塑了停止對中經濟援助的社會氛圍，也將日本

推向強化東協關係的進程。另一方面，面對加速整合進程的東協國家，未來單

                                                      
2 參見：日本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中国」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129.pdf(檢閱日期：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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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與制度統合的東協有利於日本經濟再興，東協連結性整合的願景亦為日

本提供區域整合議程的機會，意即日本透過政府開發援助這項外交工具，協助

陸地東南亞與海洋東南亞進行地理、制度、人員連結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

湄公區域中的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與東協其他成員國在經濟上具有顯著

的發展落差，亦是實踐東協經濟共同體的一大障礙，因此透過軟硬體基礎建設

與人才培育計畫協助湄公區域實踐經濟成長，則為當前日本對中南半島援助的

主要定位。 

 

貳、湄公區域開發的政策對話 

觀察湄公區域開發的政策對話機制，本文認為主要特徵有二，分別為主權

平等3與共同開發4。基於前者特徵，日本透過領袖會議的設置創造出多國平等

參與的平台，扭轉過去債權國與債務國的垂直關係，期待透過平等對話的論壇

共議開發援助中的互惠關係；後者則基於開發目標與執行層面的實務工作，設

有以外交與經濟部門的跨部會合作，分別就政治與經濟合作關係進行討論，另

一方面則透過湄公區域開發公私部門合作會議與日本-湄公產業政府對話，吸納

民間團體對於日本援外政策與投資貿易的需求，參見圖 3-1。 

                                                      
3 在 2009 年鳩山由紀夫首相發表東京宣言之時，就屢屢提及日本與湄公區域建立夥伴關係

(partnership)，過去日本多以開發中國家(途上国)稱呼受援國。2015 年安倍晉三首相公佈新東京

戰略 2015 之時，更進一步直接稱呼湄公區域各國為夥伴(partner)，表明「湄公區域位於海陸要

衝，湄公區域的和平與安定對日本而言極為重要，與此同時展現強力經濟成長的湄公區域，更

是充滿成長前景的夥伴」，這項發言顯示日本不僅將湄公區域各國視為夥伴，更將日本的國家利

益與區域發展緊緊相扣。這項轉變亦出現在日本對其他國家的援助計畫中，現今日本多以開發

夥伴(開発パートナー)稱呼受援國，顯示援助關係已由過去的上對下，翻轉成互惠的合作關

係，這項關係的轉變更代表著受援國有在權力的槓桿上逐漸與援助國取得平衡的地位，從而筆

者認為主權平等為日本與湄公區域各國建立合作關係的重要政治前提。 
4 2010 年日本與泰國聯合舉辦「日本-湄公關於東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迴廊之國際會議(The 

Mekong-Jap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 and the Southern 

Economic Corridor)」，會中代表日本出席的外務副大臣藤村修表示，日本-湄公區域開發的主旨

在於為「東協連結性」做出貢獻，日本將以「Think together, Act together」的精神，與湄公區域

各國深化區域發展，克服發展落差與脆弱性，說明日本透過援助所建立的關係，是共同參與區

域開發，而非單向主宰區域議程。參見：日本外務省「東西・南部経済回廊に関する国際会議

における藤村外務副大臣基調講演」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2/efuj_0909.html(檢閱日期：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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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湄公區域開發的對話機制 

資料來源：參考「メコン地域の ODA 案件に関わる日本の取組の評価（第三者評価）報告

書」，p3-62，作者自行繪製。 

 

日本湄公區域領袖會議的主要功能在於，透過多國會議的討論，奠定湄公

區域開發以跨國合作開發為主導的方向性。此外，這種由日本主導的會議模

式，有效透過「援助關係」串連中南半島的所有國家，藉以合理地組建以日本

為核心的軸幅關係。再者，傳統上由於日本首相變更頻仍，因此設置以日本主

導的對話平台，有助於日本發生政權更迭時的政策繼承。 

本文回顧首次領袖會議至當前發展過程(2009 年-2016 年)發現，「東京」為

發起議題話語權的重要關鍵字，從 2009 年首次的領袖峰會宣示「東京宣言」以

來，幾乎每三年日本就會再行發布擴大援助的計畫，分別為「東京戰略

2012」、「新東京戰略 2015」，在援助規模上有逐漸加碼的傾向。何以日本每隔

三年就進行加碼，本研究尚未取得足夠資料。然而，就當前所蒐集到的資料顯

示，「中國因素」為形塑日本區域開發戰略的重要因素。日本學者透過比較中國

與日本在湄公區域開發的競合關係發現，當日本於 2009 年 11 月公佈「東京宣

言」之時，中國在 2009 年 4 月即發表在三至五年為期，融資東協 15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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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步針對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項目的推展，設置規模 100 億美元的「中國-

東協投資合作基金」，中日互動逐漸在區域開發倡議上有相互較勁的發展趨勢。

(西澤信善，2010：89)再者，中國國內因釣魚臺問題所引發的反日運動更激發

日本轉移生產據點的民間需求。特別是 2012 年 9 月 16 日所爆發的大規模暴

動，嚴重侵害日本企業駐在員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再加上中國過去低廉工資的

優勢不在，進一步促使日本民間對於湄公區域開發的支持。(外務省，2014：3-

2)此外，許多媒體亦以「新東京戰略 2015」對抗「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關注 2015 年以來中日在亞洲進行

援助較勁的發展動向。卻也有學者反思金錢的數量並非日本湄公區域開發的重

點，「東京戰略 2015」之亮點應在於關於「優質基礎建設」的政策宣示，5參見

表 3-1。 

 

 

 

 

 

 

 

 

 

 

 

 

                                                      
5 Prashanth Parameswaran, ” The Real Importance of Japan’s New Strategy for the Mekong”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the-real-importance-of-japans-new-strategy-for-the-mekong/(檢閱日

期：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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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東京宣言、東京戰略 2012 與新東京戰略 2015 比較表 

 東京宣言 東京戰略 2012 新東京戰略 2015 

提出時間 2009 年(1st 日本-湄公

領袖會議) 

2012(4th日本-湄公領

袖會議) 

2015(7th 日本-湄公領

袖會議) 

核心概念 東亞共同體 連結性 

東協共同體 

高品質的成長 

日本-湄公連結性倡議 

配套規劃 日本-湄公行動計畫 63 實現東京戰略 2012 之

行動計畫 

實現東京戰略 2015 之

行動計畫 

日本-湄公經濟產業合

作行動計畫(MJ- CI) 

 

湄公開發路徑圖 湄公產業開發願景：

高品質基礎建設擴大

輸出倡議 

邁向綠色湄公十年計

畫 

援助金額 3 年 5000 億日圓 3 年 6000 億日圓 3 年 7500 億日圓 

相異處 1. 歷經鳩山由紀夫與

菅直人兩位民主黨

首相 

2. 以日本為中心的領

導態勢較強 

3. 首次制定環保議題

的合作方針 

1. 歷經政黨輪替，前

期由民主黨野田佳

彥主導，後期則是

自民黨安倍晉三主

導 

2. 以連結性與東協共

同體貫串計畫，日

本轉為參與態勢，

提倡平等雙贏的日

本-湄公協力關係 

1. 安倍晉三主導 

2. 高品質成長為重要

關鍵字，雖延續東

京戰略 2012 主要

精神，在新東京戰

略 2015 之中卻更

強調公私合作

(PPP)機制，展現

「援助、貿易、投

資」三位一體的日

本特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核心概念在第一階段的東京宣言與第一階段的東京

戰略 2012 出現重大的轉變。鳩山由紀夫在東京宣言提出之時，強調消除湄公區

域的經濟差距對於東協一體化的重要性，亦是為東亞共同體作出具體貢獻的表

現方式。所謂的東亞共同體，則是以東協加三為基礎所發展的區域概念，日本

更希望能將範圍擴至東協加六。如此一來將有利於建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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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整合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則是透過日本與各國簽訂的經濟合作協定吸納對東 

協、對中韓與對印澳的三個構面的經濟關係。然而在東京戰略 2012 發表之時，

日本並未如過去那般強調東亞共同體，而僅強調強化中南半島各國在物理上、

制度上、人際上建立的連結性，將有助於東協共同體的形成，日本也由強勢領

導區域整合轉向平等對話與積極參與的主張。這樣的態度也延續到新東京戰略

2015 發表之時，不過在第三階段的核心概念之中，日本更強調基於雙贏關係創

造湄公區域的高品質成長，透過日本-湄公連結性倡議的提出，具體陳列優先開

發的基礎建設清單，並主張以公私協力模式，結合日本政府與民間之力，協助

湄公區域建設為促進經濟成長所需的基礎設施。 

 當然，根據核心概念的轉變，具體的配套措施也出現質變。為具體分析上

述轉變發生的原因，本文透過透過官僚體系的政策辯論過程，分析在此議題各

方關切的重點，比較外交層次與經濟層次對開發湄公區域之意見的異同。 

技術官僚的對話與政策形塑，主要由日本與中南半島五國的外交部長與經

濟部長來進行。與領袖會議的最大差異之處在於，由技術官僚所引導的政策討

論成果會以配套規劃的方式呈現，而領袖會議的對話機制則主要協助核心概念

的形塑。進一步分析技術官僚中外交層次與經濟層次的討論內容，本文發現兩

者基於自身專業與分工的差異，導致即便兩個部門追求的是相同的國家利益，

但在最終具體目標與優先順序上，存在著部分差異，參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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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外交層次與經濟層次戰略之比較 

 日本-湄公外交部長會議 

（外交層次） 

日本-湄公經濟部長會議 

（經濟層次） 

舉辦情況 2008 年首次舉辦 

至今共舉辦九次(2008-2016) 

2009 年首次舉辦 

至今共舉辦七次(2009-2015)，

第八次會議將會與東協經濟部

長會議共同召開 

會議組織 各國外交部長為主要成員，由

參與六國輪值擔任議長，並於

議長國舉辦會議 

各國經濟部長、東協秘書長、

日本與湄公區域商業代表、

ERIA 秘書長、JETRO 理事長，

地點根據會議決定 

對湄公區域開

發的態度 

日本與中南半島五國因湄公區

域開發進行多元議題串連 

湄公區域具有豐富天然資源與

勞動力，是日本企業極為關注

的區域 

湄公開發所扮

演的功能 

強調援助與國際事務協調的有

機連結 

根據比較利益原則進行專業分

工與相互合作 

日本-湄公合作

的發展方向 

由經濟互惠關係外溢至政治經

濟利益一致的夥伴關係 

透過單一市場創造湄公區域的

生產價值鏈(value chain) 

優先目標 強調援助國(日本)與受援國(湄

公區域各國)的共享利益 

透過東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

迴廊創造區域整合的條件，吐

瓦港的建設與經濟特區的設置

是關注焦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日本-湄公外交部長會議的功能則是串連各國外交人員，一方面推動日本與

湄公五國建立利益一致的發展願景6，另一方面針對朝核問題、改革安理會、氣

候變遷、南海事務進行國際協調7。公私協力方面，則有「湄公區域促進公私部

                                                      
6 在 2008 年首次召開的日本-湄公外交部長會議上，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高村正彥代表日本作

為議長國進行演說，以信賴、發展、安定與全球及區域議題四項主題強化與湄公區域的互動關

係。會中多次使用「共同」、「共有」、「共通」等詞彙，顯示日本透過此項對話機制，串連日本

與湄公區域各國的發展願景，建立鑲嵌型利益的政治目標。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メコン外相

会議議長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0801_gs.html(檢閱日期：2016/12/19) 
7 然而關於區域安全的討論並沒有寫入外交部長會議的共同聲明內，就這點而言日本與湄公區

域各國的合作關係仍是經濟大於政治，或者解釋為雙邊在政治合作的面向上依循東協的低調態

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投入湄公區域開發的經濟援助，並非甘願停留在經濟層面，而是期待透

過建立湄公區域連結性促進區域整合，協助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建構。2016 年 5 月現任日本外務

大臣岸田文雄訪問泰國所發表的演說中提及「活用連結」，並強調「日本不會只是停留在造橋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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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合作會議」8吸納日本與受援國當地的民間需求。在六次會議中(2016 年 12 月

19 日為止)，分科會議題橫跨物流、能源、基礎建設、活化中小企業、促進觀

光、防災與災後重建、農業與食品產業等。會議代表由外務省官員(多為副大臣

或政務官出席)、日本企業代表(伊藤忠顧問、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

所等)、各國外交代表(多為副部長或政務次長參與，又 2016 年翁山蘇姬訪問日

本時曾召開特別會議)，透過結合官方與民間的意見交換，以「援助、貿易、投

資」三位一體的合作機制，深化雙邊的合作領域，以及排除貪污、賄賂、防止

不公平競爭等民間企業在當地過面臨的主要障礙。 

日本-湄公經濟部長會議則以產業發展與雙邊貿易為核心，規劃湄公區域開

發中雙贏局面的路徑圖。首先，在第二次經濟部長會議中，日本採納企業的意

見，具體編列「MJ-CI 行動計畫」協助東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迴廊之開發。

其次，在第三次經濟部長會議中通過「進展報告」(Progress Report of the MJ-CI 

Action Plan)，其中明確指出在硬體基礎建設上應優先越南永安港(Vung Ang 

Seaport)與緬甸吐瓦港(Dawei Seaport)，整體而言則須鞏固電力供給與導入公私

協力的開發模式。9再者，第四次經濟部長會議時開始強化對東協經濟共同體的

協助，並宣佈「湄公開發路徑圖」(Mekong Development Roadmap)10，以建立連

結性為第一考量，協助湄公區域經濟特區的基礎建設、促進貿易圓滑化，以培

育中小企業強化各項經濟產業，例如：農業、食品加工業、紡織產業、機械製

造、觀光服務。上述合作之成果，在 2015 年第七次經濟部長會議獲得各國肯

                                                      
路」，同時亦點出「未來海洋的連結將更為重要」，上述發言意味著連結的背後隱藏著日本的戰

略佈局，亦說明湄公區域開發不僅只是經濟層面的合作，更是結合政治安全、社會文化面向的

全面考量。參見：日本經濟新聞「メコン支援で協議体、岸田外相表明 通関・人材育成担

う」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ZO00318800S6A500C1EAF000/(檢閱日期：2016/12/19) 
8 參見：日本外務省「メコン地域における官民協力・連携促進フォーラム」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mekong_k/kanminf/gaiyo.html(檢閱日期：2016/12/19) 
9 參見：經濟產業省「Highlights of Progress Report of the MJ-CI Action Plan」

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ast_asia/dl/nmekong_meeting03_report.pdf(檢閱日期：

2016/12/22) 
10 參見：經濟產業省「Mekong Development Roadmap」

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ast_asia/dl/Mekong_Develop_Roadmap.pdf(檢閱日期：

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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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本進一步推動「湄公產業開發願景」(the Meko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Vision)，以援助產生的連結性效益為前提，規劃日本與湄公區域未來在產業發

展、投資的可能性。 

總結外交層次與經濟層次政策對話機制的主要變化轉折發現，經濟部長會

議至今主要歷經兩項倡議的變化，第一是湄公開發路徑圖的時代(2012-2015)，

第二則是湄公產業開發願景(2016-2020) ；外交部長會議則主要以強化「連結

性」為主要方針，並透過經濟、海洋秩序與海上安全、環保等主要議題，串聯

日本、中南半島與東協的關係網絡。 

另一方面外交層次與經濟層次在地理區域的廣度上也呈現出想像的差距，

外交層次的討論雖然是以中南半島與日本的政治高層所組成，在討論的內容上

常由東南亞事務延伸至亞太區域的安全，甚至是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顯示出

日本希望透過湄公區域開發的經濟互惠外溢至政治互信關係，不僅在區域上能

共享開發所得的經濟利益，也追求透過共享價值建立在經濟政治利益一致的合

作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在經濟層次的討論上，儘管湄公區域整合有助於東協

共同體的建立，在會議組織上亦有東協秘書長與東亞暨東協經濟研究中心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秘書長的出席，但

在主要討論與政策形塑上，其地理範圍仍侷限在中南半島，在會議中尤其強調

建立東西經濟迴廊與南部經濟迴廊等落實具體基礎建設的規劃藍圖，更強調中

南半島各國應稟持著「專業化與分工合作」(Specialization & Collaboration)，提

倡各國建立互補而非競爭的關係。 

 

參、湄公區域開發主要特徵 

2015 年 6 月，首相官邸召開第 19 次基礎建設戰略會議，並針對湄公區域

開發進行三方面的探討，其內容包括：區域內近期主要動向、日本所援助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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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案件、新合作關係的發展方向。11以下本文針對該會議報告之主要結論，以

「優質基礎建設」、「優質援助合作夥伴」、「優質人才培育」歸納當前日本對湄

公區域開發援助之主要特徵。 

無論在「2016 年期外交青書」或者是 2014 年對湄公區域開發所做的評價

報告書，均指出優質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前者提及為撲滅貧窮與實踐開發中國

家的自立發展，必須以基礎建設、高度技術與人才培育三項要素相互搭配，方

能達成高品質的經濟成長，並強化開發中國家面對經濟危機、天然災害的強韌

性(外務省，2016：158-159)；後者則統整日本 2003 年至 2013 年日本對湄公河

五國所實施的開發援助成果，認為日本必須活用「日圓貸款」、「無償資金協

力」、「技術合作」三項援助途徑，協助中南半島進行各項產業設施之整頓，並

提供當地營運與管理所需的必要知識與軟性制度(soft Infrastructure )，兩者相互

作用，創造更大的使用效果(外務省，2014：3-14)。 

其次，湄公區域的評價報告亦對外務省提出數項建議。其中明確指出，持

續與亞洲開發銀行及泰國保持援助合作的重要性。其因在於亞洲開發銀行在援

助中南半島具有長期的實務經驗，該機構所主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開發戰略，

無論在政策面、實施面、資金面都是日本進入中南半島區域發展議程的重要夥

伴(外務省，2014：4-2)；此外該機制中納入了中國大陸的參與，也有助於「中-

日-湄公政策對話」的進行，能夠增加日本與中國大陸在區域開發的合作可能。

另一方面，泰國與日本在湄公區域開發的並肩合作，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日

本與泰國不僅是因長年的援助建立起相互信任關係，在援助機制的建構上，「泰

國國際發展合作機構」(Thail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TICA)大量參照了日本的國際協力機構之組織架構，並學習日本過去的援助經

驗，因此在各項援助計畫上，類似的制度更給予日本及泰國在合作的便利性(外

務省，2014：3-71)。 

                                                      
11 參見：首相官邸「第 19 回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19/siryou1.pdf (檢閱日期：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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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人才培育貫穿湄公區域軟硬體開發的所有計畫。2015 年 3 月，首相

官邸所召開的第 16 次基礎建設戰略會議，特別針對人才培育的重要性進行探

討，強調人才培育所造成的互利雙贏，不僅對受援國的經濟成長有長期的注

意，更在「開發潛在市場」、「提升日本產品與技術的魅力」、「促進日本企業拓

展海外市場的便利性」、「有助於形成關係人網絡」等方面產生具體的國家利益

12。在效果的達成上則先後由軟硬體基礎建設共享日本價值，再者透過留學或

研修經驗建構關係人網絡，並將人材培育計畫由民間提升至政府單位，進而能

透過安全法規的制度層面強化公共政策人才的合作。 

總結而言，日本在湄公區域開發的戰略佈局，有別於傳統的援助模式。「優

質」作為日本援助湄公區域開發展略的主要特徵，協助中南半島國家在進行由

內而外的改造時，透過引入外部資源，由過去閉鎖、依賴單一大國的援助關

係，轉向進行更為多樣且開放的政策調整。在此之中，不變的是日本仍是透過

贈與、技術合作與日圓貸款三種方式提供援助，改變的是援助的內容逐漸由

「政府對政府關係」，走向「民間對民間關係」，這樣的過程使得援助所創造出

的利益，得以深入受援國當地社會，從而打造與中國援助截然不同的社會影響

力(楊昊，2016：5-6)。 

 

第二節 湄公區域開發戰略的實踐 

當前湄公區域開發的重要特徵是，這項超大型、跨區域的全面援助計畫超

越傳統由兩國條約所建立的雙邊援助關係，逐漸發展為以日本主導，結合中南

半島五國在地需求所串聯的多邊開發合作關係。在這項計畫的落實上，可以由

援助國與受援國兩個視角進行觀察。首先，由作為援助國的日本之視角觀察，

湄公區域開發戰略被放在「日本再興戰略」的框架之下，是擴大日本企業在海

外市場佔有率的重要方向。其中活用日本現有以 JICA 與 JBIC 主導的援助體制

                                                      
12 參見：首相官邸「第 16 回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16/siryou2.pdf (檢閱日期：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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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執行基礎建設輸出戰略的主要策略，然而相較於過去政府與民間企業分頭

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當前的湄公區域開發戰略更強調透過公私合作，有機結合

政府現有援助體制的作業程序與民間充沛的需求與財源。其次，由受援國的中

南半島五國的視角觀察，日本的援助計畫大量參照各國經濟社會改革的需求，

協助受援國政府鋪設發展民生經濟所需的基礎建設，強化日本與當地國之間的

社會連結。 

 

壹、援助國的視角 

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援助體系，具有明確的戰略意圖與目標，這是基於

日本的繁榮與安全，亦是日本作為亞洲大國所追求國家利益的重要外交工具。

在經濟上，日本透過湄公區域開發實現日本經濟的再興與協助日系企業的拓展

海外市場；在安全上，湄公區域開發能確保日本在重要戰略資源與海上能源補

給線，是實踐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有力手段；在外交上，與東南亞國家建立穩

定而友好的關係，有助於日本在一貫的親美路線下，獲得發展自主外交的舞

台，深化日本與亞洲國家的良性互動。 

觀察日本對外援助的機制運作，有助於理解日本如何透過對外援助，實踐

上述在經濟、安全與外交的戰略利益。以下分析援助運作的各項機制，以援助

國的視角，歸納日本如何落實自身的國家利益。 

 

一、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 

2013 年「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正式取代 2006 年由小泉主導的

「海外經濟協力會議」，同樣是以高層的政治會議作為對外援助的司令塔，前者

的特徵是將「基礎建設」作為關鍵字，將國土交通省大臣與經濟再生擔當大臣

納入會議常任成員；內閣總理大臣則獨立於會議之外，以日本「首席銷售員」

(top sales)強化對外援助的宣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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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協力基礎戰略會議強化了援助的戰略高度，其成立宗旨即闡明該會議

是為了協助日本企業進行「基礎設施系統之輸出」，以及確保「海外能源與礦物

資源的穩定供給」。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作為援助戰略規劃的核心平台，

以「援助概念」、「重點項目」與「重點區域」三個面向對基礎戰略援助進行 28

次的政策辯論(統計至 2016 年 12 月)。 

在「援助概念」的辯論中，日本曾於第 4 次、第 6 次、第 11 次、第 18 次

與第 24 次討論基礎建設系統輸出戰略，並於 2016 年 5 月將此內容彙整為「基

礎戰略輸出戰略」報告書，作為日本進行對外援助的指導手冊；其次，第 5 次

則曾辯論如何以對外援助普及日本規格，第 14 次與第 15 次針對公私協力體系

進行檢討，第 21 次則進行優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的討論，第 27 次則針對援助

政策組合(package)進行配討措施的安排，第 28 次則統整上述會議內容，以「面

的開發」囊括日本未來進行基礎建設輸出的發展方向。總結日本對於援助概念

的討論內容，本文認為當代日本的援助是以優質基礎建設作為主要關鍵字，而

這項基礎建設輸出的計畫，牽涉到日本企業進行國際化，對外拓展日本規格通

用化的經濟利益；公私協力體系有效填補政府資源的不足，使得日本援助計畫

逐漸走向面的發展，援助的政策組合則從傳統政府對政府關係，走向結合產業

上中下游的政府對人民、人民對人民關係。上述的制度安排，有利於日本與中

國大陸、新加坡、韓國的援助計畫進行差異化策略。 

在重點項目的規劃上，都市開發、防災策略、鐵路技術、人材培育、通訊

技術為政策辯論的核心議題。重點區域則主要集中在亞洲，重要議題包括緬

甸、東協連結性、印度、印尼、湄公區域、中亞；其他區域則包括，中東、北

非、中南美；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會議也針對北美基礎建設的商機進行探討，顯

示當前日本的援助並非僅侷限於開發中國家，戰略會議更強調探索世界各國對

日本優質基礎建設、先進技術的需求。 

總結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會議的特殊使命與戰略意義，本文認為該會議的設

置是日本透過援助追求國家利益的具體展現。根據本論文國家進行政府開發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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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動機考察結果(參見第一章)，當前日本所追求的國家利益有二：第一，確

保能源作為國家戰略資源的安全供給；其次，追求多重面向的經濟利益，以日

本規格的通用化、培養親近日本之產業人才，鞏固日本國家品牌的優勢。 

 

表 3-3 海外經濟協力會議與經濟協力基礎戰略會議之成員比較表 

 海外經濟協力會議 

(2006-) 

經濟協力基礎戰略會議 

(2013-至今) 

內閣總理大臣 ●(議長) 特別出席 

內閣官房長官 ● ●(議長) 

財務大臣 ● ● 

總務大臣  ● 

外務大臣 ● ● 

經濟產業大臣 ● ● 

國土交通大臣  ● 

經濟再生擔當大臣  ● 

資料來源：根據「海外経済協力会議の設置について」13與「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の開催に

ついて」14兩項文件進行整理。 

 

二、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務省作為對外事務的首要機構，對援助所抱持的態度除了日本的國

家利益以外，更強調透過開發援助所達成的國際公益。就當前外務省於 2015 年

最新修訂的開發協力大綱而言，其內容沿襲著過去大綱之內容，強調日本的援

助應有助於國際和平、安定與繁榮的積極貢獻，並強化日本與開發中國家以對

等夥伴關係進行互動的態勢，將政府開發援助改稱開發協力，將開發之定義擴

充解釋為建構和平(peace building)、善治(good governance)、推進基本人權、人

道援助等工作。另一方面，日本也將自身的國家利益內嵌到上述對開發的廣義

                                                      
13 參見：首相官邸「海外経済協力会議の設置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gai/konkyo.html(檢閱日期：2016/10/11) 
14 參見：首相官邸「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の開催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pdf/konkyo.pdf(檢閱日期：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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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之中。特別是在開發協力大綱的理念部分，該內容明確指出：「透過合作，

維持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確保安定性與透明性高的國際環境，維護以普世價值

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都對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有貢獻」(石原忠浩，2016：

32)。  

2016 年 6 月 7 日，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於朱拉隆功大學發表東協政策演

說同樣是以基礎建設為主題，卻將主軸帶往以東協共同體為核心的連結性建

構，強調各國為實踐經濟成長所需要的軟硬體基礎建設與先進技術，由日本提

供充沛資金與科技後盾。岸田亦提及日本與東協、湄公區域，將持續以「和

平」、「繁榮」、「優質生活」、「誠心交往」，強化經濟協力夥伴關係。15在這場演

講中，岸田也以「活性連結(生きた連結性)」一詞呼應新東京戰略 2015 之中的

優質基礎建設，強調「物理連結」(physical connectivity)的有效性應建立於「制

度連結」(institutional connectivity)與「人際連結」(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16這項透過連結性定義優質基礎建設的構想，亦成為「2025 年東

協整體連結計畫(ASEAN Master Plan on Connectivity 2025)」的指引藍圖，透過

上述三項連結的建構，推進東協共同體的建成。日本則是透過倡議的規劃、援

助的執行，成功將東京領導的形象，鑲嵌入東協共同體與中南半島區域建構的

未來路徑上。 

相較於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會議對國家利益的明確態度，日本外務省在其發

表的政府文書當中，透過引述國際公益的具體內容，強調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國

際社會的國際公益密不可分，因此透過對外援助，能同時成就國家利益與國際

公益，確保兩者之間並沒有出現排斥的情況，並追求吸納受援國的地方需求，

致力在援助所達到的成果下，建立政治上的信賴關係。 

回應本論文對國家利益之考察，外務省的作為符合另外兩項國家利益的特

                                                      
15 參見：日本外務省「岸田外務大臣 ASEAN 政策スピーチ」

http://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3_001675.html(檢閱日期：2016/12/19) 
16 參見：日本外務省「岸田外務大臣の東南アジア訪問」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page4_002021.html(檢閱日期：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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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與開發中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回應或減緩外部壓力。前項利益意指外務省

透過建立友好關係創造經濟與政治的效果，友好本身即是國家利益的標的物，

在友好的國際環境下，有助於確立日本在國際社會的良善形象，這項形象進而

有助於日本商品在世界的暢行流通。後者利益則是延續福田主義的外交慣例，

透過援助建立信任感、消除懷疑與錯誤認知。 

 

三、國際協力機構 

國際協力機構是日本進行對外援助的執行單位，負責統一執行技術合作、

日圓貸款與無償資金協力三項型態的對外援助。國際協力機構前任理事長田中

明彥(2012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曾表示：「2015 年作為千禧年發展目標實施最

後一年，在日本國內亦有開發協力大綱的修訂，『人類安全』也成為日本實施援

助的基本理念與方針。(中略)，未來國際協力機構將掌握國際變化趨勢，結合

日本的知識與經驗，針對開發中國家所發生的各項課題，以人類安全為實踐援

助的基本方針，持續與非政府組織、地方自治團體、大學及研究機構、民間企

業等援助主體進行策略合作，推動國際協力工作。」17 

在定位上，國際協力機構扮演著實踐國際責任的角色，因此在國際公益與

國家利益的比重上，國際協力機構的文宣都再三強調回應千禧年發展目標、共

享普遍價值等貢獻國際社會的重要性。儘管國際協力機構亦呼應經濟協力基礎

建設戰略會議與外務省活性連結的政策規劃，作為執行機構的國際協力機構對

優質基礎建設的定義略有不同。在 2016 年 12 月國際協力機構所出版的特刊之

中以「優質成長」說明日本的援助計畫，文中提及優質成長是接替達成千禧年

發展目標，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具

體方向，強調日本所推行的成長計畫重視包容、永續、韌性。18 

                                                      
17 參見：國際協力機構「JICA 年次報告書 2015」

https://www.jica.go.jp/about/report/2015/ku57pq00001qc1md-att/03.pdf(檢閱日期：2016/12/22) 
18 參見：國際協力機構「ASEAN 共同体発足から 1 年－「質の高い成長」の実現を目指し

て」https://www.jica.go.jp/topics/feature/2016/161219.html(檢閱日期：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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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區域開發作為實踐國際公益的舞台，國際協力機構鮮少使用新東京戰

略 2015、基礎建設輸出戰略等有關「戰略」的用語，而是將日本的戰略議程鑲

嵌至各項開發計劃之中。例如：以「道路連結區域，創造成長力(道が地域をつ

なぎ、成長力を生み出す)」代替物理連結；以「支持連結性與發展的制度設計

(連結性と発展を支える仕組みづくり)」代替制度連結；以「共享知識建立強

而穩固的聯繫(知を共有し合い、より強固につながる)」代替人際連結，透過

抽換詞面降低實踐政治經濟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色彩，強調共享利益、貢獻國

際的自由主義、國際協調形象。19 

現任理事長北岡伸一在就任致詞中指出：「對於日本而言，國家利益就是透

過鄰近國家的和平與安定，創造出日本賴以維生的自由貿易網絡。若能將日本

的經驗與知識妥善用於改善貧窮與經濟成長，將可提高日本的存在感」。20這項

主張大幅強化國際協力機構對國家利益的論述，代表著日本作為第一個非西方

的已開發國家，將透過援助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現代化的典範，在此其中導入日

本經驗、資金與技術。 

參照第一章對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考察，本文認為國際協力機構擺盪在

兩者之間，國際公益的實踐緊緊扣著國家利益的思維。在國家利益的追求上，

藉由確保日本周邊國家的和平發展，鞏固日本的國家安全；此外更透過援助計

畫的推展建立友好關係，強化日本在國際援助社群的能見度。在國際公益的實

踐上，則包括：呼應千禧年發展目標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分擔國際社會的責

任、實踐人道主義、關懷貧窮、實現永續發展、散播普世價值、協助環境保

護，並透過援助的豐碩成果貢獻世界和平，鼓勵受援國實踐經濟自主。 

 

 

                                                      
19 同上註 
20 參見：國際協力機構「理事長あいさつ・活動内容」

https://www.jica.go.jp/about/president/index.html#news(檢閱日期：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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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民間能量 

國際協力銀行作為日本進行援助的公營金融機構，扮演著促進日本經濟成

長的關鍵引擎。根據 2015 年 6 月，國際協力銀行所制定之中期經營計畫(2015-

2017)指出，「JBIC 必須發揮出公營金融機構獨有的金融機能，深化對我國企業

進行跨國事業與資源取得的協助機能，探索並創造有利於我國經濟持續成長的

商業機會。」21長期以來國際協力銀行扮演著提供資金的角色，在其功能上則

以促進日本在海外重要資源的獲取以及提升日本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主要目

標，因此如何將中堅企業與中小企業帶入援助的體系，則是國際協力銀行所關

注的焦點。2016 年 5 月日本修改「國際協力銀行法」，同年 10 月起增設「特別

業務」，對具有收益可能卻伴隨高風險的海外基礎建設放寬融資條件。22此舉是

透過公部門資金的挹注，使得中堅企業與中小企業得以進行硬體基礎設施的建

設工程，並導入日本規格的軟體系統，使得開發援助不只是在受援國當地發揮

經濟成長的效果，還能回頭促進日本經濟的再興，透過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輝

煌戰機，進一步推動日本國內的經濟轉型。 

此外，「日本貿易保險」(Nipp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Insurance, NEXI)雖然

早在 2001 年就已經成立，2016 年安倍政權對該機構進行 650 億日圓的增資，

希望藉由強化日本貿易保險的實力，為進行海外拓展的日本企業提供有利的後

盾。2016 年以後主要有三項施政，強化 NEXI 在援助中的重要性。首先，面對

以往日系企業在海外基礎建設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常單獨面對當地國的政治風

險與自然災害等，即便民間的商業保險公司亦提供此類保險，卻可能因為保費

昂貴或制度不夠健全而使企業卻步，2016 年 4 月起，NEXI 擴大非常危險的保

障內容，由原先 97%的保障擴大至 100%；再者，2016 年 4 月以後 NEXI 將原

訂為 15 年的投資保險期間延長為 30 年，並保障外國政府反開發契約所產生的

                                                      
21 參見：國際協力銀行「中期経営計画(平成 27～29 年度)」http://www.jbic.go.jp/wp-

content/uploads/press_ja/2015/06/39223/keiei.pdf(檢閱日期：2016/11/12) 
22 參見：首相官邸「政策パッケージのフォローアップ」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27/siryou1.pdf(檢閱日期：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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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此項改革目的在於以國家為後盾，讓日系企業能更安心參與海外基礎建

設工程，以公私合作的形式結合日本政府與民間的力量執行對外援助。23 

「海外交通與都市開發事業支援機構」(Japan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for Transport & Urban Development, JOIN)則是針對在受援

國內的日系企業，以共同出資、派遣技術人員減輕日系企業進行建設的負擔，

並協助與當地國政府的溝通工作。24這項支援機構的董事長由波多野琢磨(曾任

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使、早年任職於國際協力銀行)出任，強化政府與民間需

求的連結。 

「海外通信、放送、郵政事業支援機構」(Fund Corporation for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of Japan’s ICT and Postal Service, JICT)則針對較為具體的通訊產業

(光纖網路、行動電話、遠距醫療、遠距教育等資通訊傳輸技術)、大眾廣播系

統(電視局播送設備、電塔、日本媒體產業的本地化、衛星傳輸等)以及現代化

郵務傳遞等進行開發協助。25關於人事任用上，由曾任日本國際放送股份有限

公司(Japa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Inc., JIB)社長的高島肇久出任董事長，以及

曾任新光投信股份有限公司(Shinko Asset Management Co.,Ltd.)董事長的福田良

之出任總經理，有效結合日本在資通訊產業以及民間投資的實務經驗。26 

在優質基礎建設的倡議下，民間能量被視為政策成功的關鍵要素。為刺激

民間能量，日本政府透過銀行融資、政府與企業出資以及貿易保險制度三項方

法，提升日本民間企業對海外基礎建設的投資興趣，使得援助的面貌更加全

面，更貼近日本民間企業的經濟需求。 

 

                                                      
23 參見：日本貿易保險「制度・運用・手続き等改善の取組方針について」の実施状況のご報

告(2016 年 11 月時点) 」http://nexi.go.jp/topics/system/2016112104.html(檢閱日期：2016/11/12) 
24參見：海外交通與都市開發事業支援機構「事業の目的」http://www.join-

future.co.jp/about/pdf/pamphlet_ja.pdf(檢閱日期：2016/11/12) 
25 參見：海外通信、放送、郵政事業支援機構「事業紹介」

http://www.jictfund.co.jp/business/service(檢閱日期：2016/11/12) 
26 參見：總務省「株式会社海外通信・放送・郵便事業支援機構について」

http://www.cas.go.jp/jp/seisaku/kanmin_fund/dai5/siryou3.pdf(檢閱日期：20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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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利益 

總結日本國內決定援助的四大部門之國家利益，本文發現掌管最高決策權

力的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主要追求的國家利益為國家安全及經濟利

益，首先在國家安全方面，該會議認為援助有益於日本鞏固戰略能源，確保石

油、天然氣的穩定供給，其次在經濟利益方面，援助為刺激日本產業升級，完

成日本再興戰略的首要政策工具。 

外務省則處於美化國家利益的角色，外務省不特別去強調經濟利益，主要

原因在於外務省官員並不直接面對民意，外務省更重要的職能在於與開發中國

家建立友好關係，同時不斷回應來自國際的壓力，在湄公區域戰略規劃中，如

何回應崛起的中國，強化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的援助網絡為首要工作。 

國際協力機構則雖然同樣擔負著建立友好關係的任務，然而最為第一線的

援助執行單位，透過援助工作協助受援國建立和平，確保其經濟發展，才能鞏

固日本的國家安全。 

近年來，日本不僅強化政府各單位的橫向連結，更拓展政府與民間的縱向

連結，這使得民間企業所重視的經濟利益，更為容易反應在援助計畫之中，對

政府有利之處則在於強化援助的民意基礎，以及厚實援助可動用的資金來源。 

 

表 3-4 援助國四大部門所追求的國家利益 

 
經濟協力基礎

建設戰略會議 
外務省 JICA 

民間 

(公私協力) 

鞏固國家安全 ●  ●  

建立友好關係  ● ●  

回應外部壓力  ●   

追求經濟利益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0 

本文認為，日本參與援助戰略的四大部門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常在實施上

將國家利益轉化為國際公益。首先，在鞏固國家安全常由追求世界和平與散播

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等國際公益呈現在援助計畫中。其次，在建立友好關係

上，則以人道主義、關懷貧窮、永續發展、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自助努力等國際

公益的型態呈現，透過上述的國際公益提升援助國的國際形象，有助於援助國

與開發中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再者，援助國外交部門往往將援助作為外部壓力

的政策工具，透過分擔國際社會的責任，以及平衡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綠色

援助，減緩輿論批評。最後在追求多重經濟利益上，則以分擔國際社會的責

任、關懷貧窮、追求永續發展、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自助努力等國際公益進行實

踐。本文認為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不僅相互融合，站在援助國日本的角度而

言，國際公益是正當化國家利益的包裝紙，透過實踐國際公益追求日本各部門

所預設的國家利益。 

 

貳、受援國的視角 

如果國家的本能就是追求國家利益，面對援助國透過政府開發援助要落實

自身的國家利益，受援國如何利用上述的利益標的實踐在地國家利益，則是另

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近年來，隨著國際援助潮流的轉變，援助國與受援國關

係(Donor-Recipient Relationship)亦產生互動模式的質變。在稱呼上，由過去的

開發中國家轉為開發夥伴；在援助的規劃上，也有越來越多受援國的各方行為

者參與，顯示援助已由政府對政府關係，逐漸走向政府對政府與政府對人民關

係並進的局面。因此，在援助執行的各階段，如何在進行事前調查與準備工作

時吸納以民為本的在地需求，在援助項目決定時兼顧贏者(winner)與輸者(loser)

的感受，決定援助建設完成後是否能帶來長久效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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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柬埔寨 

長期以來柬埔寨的基礎建設仰賴於國際援助，以國內主要幹道為例，日本

與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源分別始於 1993 年及 1996 年，中國、泰國及泰國則在

2004 年以後開始(初鹿野直美，2012：12)。這些援助為柬埔寨經濟帶來前進的

動力，特別是 2012 年 4 月胡錦濤訪問金邊時，更承諾供給 4000 萬美元的贈與

及 3000 萬美元的貸款，點亮近年來柬埔寨與中國密切合作的樣貌。27針對該趨

勢，日本學者認為中國的議題不外是對石油與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利益，以及

透過拉攏柬埔寨，保持支持中國的聲音能持續影響南海議題；同時在經濟方

面，中國也認為援助有利於對柬埔寨的投資與貿易(初鹿野直美，2012：14)。 

反觀日本的援助方針，則是配合柬埔寨的第三期四邊形戰略，協助受援國

政府達成堅實且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同時透過對柬埔寨的開發援助，促進東協

區域整合與縮小發展落差，確保人類安全與環境的永續性。28在這項調整上，

日本不去逼迫柬埔寨選邊站，而是為不過度依賴中國資源提供另一項理想的選

擇。具體而言，日本對柬埔寨的援助以贈與及技術合作為主，贈與部分的援助

特別集中在乃良大橋的搭建(Neak Loeung Bridge)，是日本強化中南半島連結性

的亮點工程；技術合作則特別重視各方面人才的培育，例如：法律人才、數理

教育人才、公共建設人才、商業人才等。日圓貸款的部分則主要集中在首都金

邊配電系統的建設案與國道修建案。29 

總結而言，日本對柬埔寨的政府開發援助呈現「以民為本」的戰略脈絡。

日本透過援助協助當地國政府強化治理能力；反思在可持續成長的脈絡下，如

何協調開發與環境保護；同時透過各項人才培育計畫，使受援國人民真正獲得

發展經濟所需的知識與技術。 

                                                      
27 參見：The Phnom Penh Post「Hu pledges millions in aid」

http://www.phnompenhpost.com/national/hu-pledges-millions-aid(檢閱日期：2016/12/26) 
28 參見：日本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カンボジア」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127.pdf(檢閱日期：2016/12/26) 
29 參見：日本外務省「対カンボジア王国 事業展開計画」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2232.pdf(檢閱日期：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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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寮國 

寮國近年來積極在東南亞與中南半島上推動自我定位的再造，寮國政府主

張國家發展的路徑應由「陸鎖國」(land-locked country)朝「陸連國」(land-linked 

country)轉型。該政策宣示一方面搭配東協整體連結(ASEAN Connectivity)的綿

密推展，另一方面則是呼應中南半島整體化的新興市場佈局(楊昊，2016：4)。

然而完成上述改造絕非易事，如何巧妙引進外部支援，特別是由中國、日本與

美國三方援助國進行交涉協調，為影響轉型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日本配合寮國第七次社會經濟開發計畫進行政府開發援助，主旨就是在協

助寮國脫離低度發展國家。30此外，長期以來日本對寮國的經濟與社會所提供

的支持亦不容忽視(楊昊，2016：5)。具體而言，對寮國贈與部分的援助主要集

中在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其次為教育、醫療等，也有部分援助農業或農村開

發。技術合作的內容主要聚焦於人才培育、技術人才的能力建構、農業與農村

開發、醫療與教育。最後，在貸款方面則集中在電力供給、運輸建設等項目。

為協助寮國突破地處內陸的不便利性，日本積極協助擴建永珍國際機場(貸款 90

億日圓)；擴建水力發電廠與整頓南部配電系統(貸款 97.18 億日圓)有助於寮國

確保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用電；再者，永珍自來水擴建工程(貸款 102.71 億日

圓)則以改善都市居住環境為核心，強調確保當地國人民享用乾淨水源的同時，

並大幅提升外國企業進駐寮國的動機。31 

2016 年 9 月 7 日，安倍晉三總理與寮國國家主席會晤之際，重申日本將寮

國視為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的定位，也期待與寮國「共同成長、齊步向前

(共に成長し，共に歩んでいく)，試圖打造出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社會影響力。 

 

 

                                                      
30 參見：日本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ラオウ」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136.pdf(檢閱日期：2016/12/26) 
31 參見：日本外務省「対ラオス人民民主共和国事業展開計画」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2259.pdf(檢閱日期：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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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緬甸 

2010 年以前，緬甸政治發展受到半個世紀軍人的專政宰制，陷入長期發展

困境。2010 年以後緬甸的政治發展出現民主化改革的契機。首先是軍政府總理

登盛(Thein Sein)啟動軍政府自我轉型，其後由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所帶

領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於 2011 年底註冊成

為有效政黨，並在 2012 年的補選取得 43 個席次，順勢成為國會第二大黨(楊

昊，2015b：154)。楊昊分析這波政治改革發現，民主化進程受到政治性的反對

動力、社會性的需求動力以及制度性的改造動力等三股力量的影響。學者亦指

出，來自民間對經濟穩定發展、走向社會開發的呼聲，正是運釀改革的基礎。

(楊昊，2015b：155) 

安倍上任期間適逢緬甸政治改革，同時也提供日本強化自身重要性的機

會。2013 年 5 月，安倍帶著「真實的友情」訪問緬甸，不僅一舉勾消 1,886 億

日圓的欠款，更提供新的援助計畫，協助日本公司在仰光近郊成立工業特區，

並投入 900 億日圓建設港口與基礎設施。 

面對緬甸國內的民主化轉型，2013 年 3 月日本亦重新制訂對緬甸援助的經

濟協力方針，以「協助緬甸民主化、內部和解」，「為緬甸的持續發展提供改革

後盾」，期待「緬甸國民能共享改革所得到的成果」為主要訴求；日本配合緬甸

實施的國家總體開發計劃與國家計畫，由提升緬甸國民生活水準、培育經濟與

社會人才、擴建經濟基礎建設三方面進行全方面的援助計畫。32具體而言，對

緬甸的援助以日圓貸款為主，協助基礎建設的重建、搭建與改善仰光的通訊網

絡等。其中的亮點工程是迪瓦拉與吐瓦兩大經濟特區的全面性開發，這項經濟

特區獲得日本民間企業的強力支持，包含電力供給、水資源、通訊設備、道

路、港灣等龐雜工程。 

2014 年以後，日本逐漸以人類安全擴大對緬甸的無償援助，這些計畫包括

                                                      
32 參見：首相官邸「今後の我が国の対ミャンマー支援」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kyou/dai1/sankou.pdf(檢閱日期：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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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少數民族生活所需的食物、改善地方農村孕婦的健康、擴建小規模診所、

捐贈二手消防及救護車等。33上述計畫有助於日本援助深入緬甸民間社會，提

升日本作為援助國良善形象的同時，降低當地居民對日本援助工程的疑慮。 

 

四、越南 

長期以來，日本援助在越南享有高度的存在感。2003 年 4 月日本與越南通

過「日越共同倡議」(Japan-Viet Nam Joint Initiative)，目的在於改善越南投資環

境，透過擴大外國投資提升越南產業競爭力。政府開發援助則被視為促成這項

倡議的「成長引擎」，具體而言，則以高速鐵路、都市鐵道、港灣整備、水環境

整備、火力發電與核能等大型援助計畫，協助越南邁向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值

得注意的是，日本企業格外關注對越南的援助計畫，例如：日越共同倡議聯合

委員會納入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展現公私協力普遍化的趨勢。34然而，中國

對越南的影響力仍不容小覷，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利用地理的優勢與華僑網絡，

快速提升中國在越南的存在感。基於地理便利，中國透過南北迴廊的道路整

備，加強雲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與越南的邊境貿易，大量的廉價產品透過暢

通陸路將工業產品、日用雜貨、家電製品、建設耗材、食品與藥品等(西澤信

善，2010：102)。 

日本配合越南所發佈的社會經濟開發戰略與第 9 次社會經濟開發五年計

劃，協助越南在 2020 年以前達成工業化國家的發展願景，強化越南產業的國際

競爭力，並發展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克服發展脆弱性等。35 

日本逐漸增加對越南的援助，這些資源則大部分集中在日圓貸款的建設項

目上，具體內容則由鐵公路建設、國際港擴建、火力發電廠與都市配電計劃等

                                                      
33 參見：日本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ミャンマー」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134.pdf(檢閱日期：2016/12/26) 
34 參見：在ベトナム日本国大使館「日越共同イニシアティブ」 

http://www.vn.emb-japan.go.jp/jp/economic/Joint-Initiative-index.html(檢閱日期：2016/12/26) 
35 參見：日本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ベトナム」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132.pdf(檢閱日期：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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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構成。36這些項目協助中南半島建立區域一體化，促使越南往西連結至印

度洋，往南連結至馬來半島，為日本企業創造克服交通成本的投資環境。贈與

及技術合作的項目上，則主要協助越南培育公共建設營運人才、強化法治、醫

療系統、提升行政能力等。37 

2013 年正逢日本與越南建交 40 年，日本對越南的援助出現重要突破。特

別是 2014 年 3 月岸田文雄出訪時，宣佈日本提供中古船舶以強化越南的海上執

法能力，對區域各國造成震撼。38其後，2015 年 11 月當安倍晉三前往馬來西亞

參加東協高峰會時，進一步鬆口承諾會陸續以援助的形式提供新式巡視船。39

上述的轉變說明著，日本藉由援助與越南建立相互信賴關係，隨著南海議題的

緊張，日本正嘗試將經濟影響力轉為以積極和平主義為名的政治力量。 

本文認為，以國際公益的角度而言，儘管日本援助仍呈現協助當地國發展

永續經濟的基本路線，然而在對越南援助的經驗上，2014 年以後「和平」與

「海洋安全」亦被納入援助的討論項目中，2015 年修訂的開發協力大綱則確認

這種基於安全與和平的國內法依據。 

 

五、泰國 

日本對泰國的援助方針，與上述其他四國有明顯的不同。在國別援助方針

中提及「基於戰略合作夥伴增進雙邊利益與貢獻區域發展」，所指的是泰國經過

日本長期援助所建立的成果，逐漸邁向新興援助國的發展過程。40事實上，日

本與泰國所建立的援助關係，已經大幅度地轉向經濟貿易關係，因此儘管近年

來在援助的金額投入上，日本對泰國的援助遠低於中南半島其他四國，但在合

                                                      
36 同上註 
37 同上註 
38 參見：日本外務省「岸田外務大臣のベトナム訪問」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vn/page3_000871.html(檢閱日期：2016/12/26) 
39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ベトナム首脳会談」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vn/page4_001569.html(檢閱日期：2016/12/26) 
40參見：日本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タイ」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42128.pdf(檢閱日期：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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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品質上卻有大幅度的提升。第四章將就泰國的案例，另行分析。 

 

表 3-5 受援國的內部經濟計劃與日本援助方針之對照表 

國家 國內經濟計畫 國別援助方針 

柬埔寨 第三期四邊形戰略

(Rectangular Strategy-

III,2013) 

 基本方針：堅實且可持續的經濟成長 

 重點領域：強化經濟基礎建設、促進社會

開發、強化治理(法律制度、公共財政管

理、改良稅制) 

寮國 第 7 次社會經濟五年

發展計畫(NSEDP 

2011-2015) 

 基本方針：達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協

助寮國脫離低度發展國家 

 重點領域：經濟社會基礎建設、發展農業

與維護森林、提供教育環境與培育人才、

改善醫療服務 

緬甸 國家總體開發計劃

(2012-2031)、國家計

畫(2012-2015) 

 基本方針：協助緬甸民主改革、內部和

解，提供經濟持續成長的後盾 

 重點領域：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協助培育

人才與導入制度、擴建能源與交通等基礎

建設 

越南 社會經濟開發戰略

(SEDS 2011-2020)、

第 9 次社會經濟開發

五年計畫(SEDP 

2011-2015) 

 基本方針：2020 年以前達成工業化國家發

展願景 

 重點領域：發展可持續的經濟成長、面對

成長中的負面挑戰(環境破壞、天災、貧富

差距、農村開發)、強化越南的治理能力

(法律制度、執法能力、行政效能) 

泰國 第 11 次國家經濟社

會開發計畫(2012-

2016)、邁向新興援

助國 

 基本方針：基於戰略合作夥伴增進雙邊利

益與貢獻區域發展，發揮泰國對東協與湄

公區域整合的重要性 

 重點領域：持續經濟發展與面對現代社會

的各種課題、回應東協的共同課題、對非

洲進行南南合作 

資料來源：根據「メコン地域の ODA 案件に関わる日本の取組の評価（第三者評価）報告

書」與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進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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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地的國家利益 

湄公區域開發是由五組雙邊援助的架構所組成，在這五組以日本為核心的

援助網絡中，透過援助的資源分配，建構出日本與中南半島五國所形成的軸幅

關係。湄公區域開發超越傳統的雙邊援助，因爲這是由軸幅關係所構成的多邊

援助體系。日本透過援助計畫的制訂，一方面配合各國內部的經濟計劃，另一

方面則是引導各國走向區域整合的脈動。 

從日本給予各國的各項援助資源來看，以物理、系統、人際的連結性滾動

區域整合的進程，是湄公區域開發的重要特色。就中南半島各國的角度觀之，

儘管階段性目標不盡相同，日本援助網絡所串連的湄公區域開發，則是為中南

半島五國提供各發展階段的參考路徑圖。 

就當前日本對各國援助的規劃而言，主要呈現三種不同的戰略規劃，也顯

示不同國際公益的追求目標，參見表 3-5。 

這些規劃因各國發展階段而有差異，卻也有相同之處。首先，在戰略規劃

上，泰國為第一組、越南為第二組、柬埔寨、寮國、緬甸則為第三組。其次，

各組的差異主要由經濟的發展落差而產生，第三組中的緬甸則因歷經民主化改

革的浪潮，使得日本亦在援助實施過程中納入民主化考量；第二組的越南則有

別於其他各國，因為南海議題的緊張，突顯日本藉由援助實踐世界和平的經

驗；第一組的泰國則是在自助努力上成為中南半島其他國家效仿的典範，而日

本協助泰國成為新興援助國的相關計畫，強化泰國與日本攜手回饋國際社會。

另一方面，中南半島各國面對經濟發展的兩項困境，第一項是經濟發展的瓶

頸，日本的援助計畫則藉由培育人才與導入優質基礎建設與貿易制度，為上述

五國提供永續發展的動力；第二項則是經濟開發所造成的環境破壞，透過「綠

色湄公倡議」，使得日本利用援助所構成的多邊關係，創造中南半島進行環保對

話的平台，並藉機介紹日本在綠能科技的優質技術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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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在地的國家利益 

 柬埔寨 寮國 緬甸 越南 泰國 

分擔國際社會的責任 ● ● ● ●  

人道主義 ● ● ●   

關懷貧窮 ● ● ●   

永續發展 ● ● ● ● ● 

世界和平    ●  

散播普世價值   ●   

自助努力     ● 

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國家利益、國際公益與在地化的過程 

壹、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是否互斥？ 

研究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實踐過程，本文認為日本將國家利益鑲嵌在國際

公益之中。這個想法在歷史上其來有自，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經整理日本戰

前、戰後與冷戰後三個階段的國家利益，透過「封閉式的國家利益」(閉ざされ

た国益)與「開放式的國家利益」(開かれた国益)說明日本對國家利益各階段的

變化過程(小原雅博，2007：316)。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明治政府面對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設定四項日本

優先追求的國家利益。分別為：第一、追求國家獨立與廢除不平等條約；第

二、追求國家安全與利益線，第三、強化國防與軍備能力；第四、確保日本在

東亞殖民地的利益。然而，日本所追求的國家利益逐漸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相互牴觸，國家實力與國家利益的不均衡，最終使得日本以戰爭失敗收場(小

原雅博，2007：318-328)。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反省戰前因封閉式的國家利益所造成的後果，

以和平主義與國際協調作為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針，也是從這樣的經驗中，日本

逐漸接納國際公益的觀點。然而在冷戰時期，日本受惠於美日安保的核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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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另一方面卻也受制於西方意識形態的框架。日本雖有實踐國際和平與進行

國際協調的認識，卻將對東南亞的經濟交往，視為提升自我經濟實力的一項工

具，結果遭致東南亞各國對於日本的強烈反彈。於是日本意識到追求「一國和

平主義」，而排除其他國家的利益已經行不通的道理，亦是催生福田主義的重要

歷史背景，其後在 1970 年代所發生的石油危機，再度強化經濟互賴與區域和平

對日本的重要性(小原雅博，2007：329-332)。在 1977 年福田首相的公開演說之

中提及：「世界互賴的強度逐漸擴大，現在已不可能單靠一國之力維持生存，各

國必須透過相互禮讓，相互補充才得以實現國家利益」(小原雅博，2007：

438)。這項發言亦宣示著日本逐漸脫離一國和平主義，將國際公益與國家利益

相互結合的歷史轉折。 

冷戰結束後，無論是日本或其他世界各國，均面臨了共同的挑戰。這樣的

挑戰是由全球化所造成，在政治安全方面，恐怖主義利用資通訊技術，使得威

脅由冷戰時期的單一化走向擴散化、多元化的局面；在經濟整合方面，貨幣、

人員與貨品的自由流通雖然帶來龐大商機，卻也使得全球經濟呈現牽一髮而動

全身，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與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亦說明著全球一體

化、世界經濟互賴的現象(小原雅博，2007：363-264)。 

面對冷戰後世界加速互賴的局面，日本所提倡的開放型國家利益有其重要

性，這樣的國家利益能打破過去狹義國家利益的零和局面，為國家利益與國際

公益在概念上的融合，提供一項思考的典範。長期研究援助政策的下村恭民亦

坦言，光憑著國家利益或國際公益均無法進行援助行動，因為援助政策的本質

就是追求公共財與私有財的均衡點 (下村恭民，2011:242)。意即，國家利益與

國際公益並非絕對互斥的，特別是在援助政策的執行上，兩者往往是互相融合

的，援助國必須依照受援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進行援助方案的設計，即

是一種在地化的過程。在這項過程中，援助國與受援國站在利害關係網絡的兩

端，必須透過對話與協調，為國家利益的在地化以及在地化的國家利益的相互

融合，提供有利的政策條件。日本與中南半島五國所搭建的湄公區域開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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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種在地化過程，提供可供參考的戰略操作，在這項互動當中，以超越傳

統借貸關係，而走向共同利益的經濟共享模式。 

 

貳、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戰略佈局 

承接上述日本學者與外交官所講述的開放型國家利益，本文透過下圖對湄

公區域開發的戰略佈局進行說明。就觀察的方向性而言，既可以由內而外進行

觀察，亦可以由外而內進行觀察。 

首先，由內而外的觀察，是自日本作為援助國的觀點，日本根據三項主要

的國家利益，透過國別援助計畫的方式，吸收各國社會經濟改革的需求，進而

透過湄公區域開發的連結性倡議，提升物理、制度、人際網絡的連結，回應建

立東協共同體所之需求。湄公區域開緊扣著日本的國家利益，在硬體基礎建設

上，以日本民間的商業需求作為主要方針，對外輸出日本企業在能源產業、鐵

路與公路建設、資通訊產業、醫療、農業、航太產業的先進技術；而在日本規

格的輸出上，則是本著日本生產線普遍化的精神，透過政府開發援助有效普及

日本制度與制度，這不僅滿足了東協各國普遍對通用制度的需求，亦對日後日

本企業創造進入東南亞市場的商業優勢；人才培育則是輔助前述兩項國家利益

達成所需的配套措施，儘管人才培育的成果無法在短期內呈現，但基於未來日

本與中南半島國家建立長期的經濟關係，有著效果加倍的重要性。 

其次，由外而內的切入角度，則是一般閱讀外交文件時的順序，也就是在

整理各項由日本提出的外交倡議時，筆者經常發現，日本善用東協共同體作為

長期目標，透過以東協為一個共同的想像，淡化日本實踐自身國家利益的負面

形象，這是基於過去日本與東南亞關係的經驗，所形成的一套交往邏輯，透過

東協的角度，將日本的國家利益鑲嵌其中，依然能為日本帶來經濟的利益，但

是在政治關係上卻能保持互利互惠的局面，而非如同 1970 年代日本經濟殖民的

認知。就這樣的觀察角度而言，日本的國家利益是間接的，透過推動東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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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與連結性倡議促成東亞和平與安定。日本透過東協整合的脈動，由“peace 

& prosperity(2P)”走向“connectivity & centrality(2C)”，前者是講述冷戰結束前，

東協以和平與繁榮作為成立精神，推動「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透過和平紅利

發展區域內經濟；後者則說明東協作為一項國際組織，展現出對內強化連結，

對外發展相同立場的特色(山影進，2015：3)。作為東協的對話夥伴，日本透過

政府開發援助強化日本與東協的經貿連結，更透過湄公區域開發具體回應東協

大連結計畫，將東協所提倡的國際公益，以國別援助計畫加以實踐。 

 

 

圖 3-3 湄公區域開發戰略概念圖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経協インフラ戦略会議」與外務省「国別データブック」進行整理，自

行繪製。 

 

無論是湄公區域開發或是東協共同體，都屬於一種對區域整合的想像。這

樣的想像如何實踐，日本的對外援助提供一項操作的典範。也就是如何將鬆散

的東南亞國家捆綁在一起，日本在此之中扮演著關鍵的繩索。國別援助計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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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與日本的國家利益進行結合，向外呼應東協連結的整合需求，透過一項一項

的陸海空基礎設施，為區域整合提供可供效仿的發展路徑圖。湄公區域開發亦

說明著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已經由傳統的雙邊關係，走向多邊關係，這種有機

使用雙邊關係，建構多邊關係的過程，就是日本援助在中南半島的實踐。 

具體而言，湄公區域開發符合本文所推論的戰略邏輯。本節將主要發現歸

納如下：第一、透過多邊對話平台的組建，日本得以扮演召集人的角色，在這

個過程有利於日本掌握開發的話語權；第二、這個多邊對話的平台，其內涵不

僅止包括經濟議題，亦包含低敏感的政治問題，以及環保問題等，這些議題提

高了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合作對話的深度與廣度，從單純的經濟關係走向經

濟與政治關係，由單一的面向走向多元的議題討論；第三、這種對話機制，是

一個開放式的平臺，甚至可能容納日本潛在的競爭者。東協、中國、ADB 對中

南半島的開發也抱持著高度興趣，但是日本與上述三者都有合作的平台。這樣

的建制也符合日本的利益，畢竟日本目前財力不如過去，容納各方行為者進入

中南半島的開發議程，能夠降低惡性競爭所帶來的負面效益，讓中南半島的開

發呈現合作大於競爭的局面。 

 

第四節小結 

本章以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戰略操作出發，討論日本對中南半島各國進

行政經佈局的策略，觀察日本如何透過援助，將自身的國家利益帶入國際社會

所渴望的國際公益，符合發展中國家對於經濟成長的需求。據此本章依序分為

三個階段，探討戰略構想的形塑、實踐方式與國家利益在地化的過程。 

首先，本章探討區域開發戰略的構想起源，發現日本對湄公區域的戰略佈

局經過長期的醞釀，過程中則主要有兩股力量催生其戰略的必要性。2000 年以

後，中國崛起在日本國內產生一股停止對中援助的浪潮，東南亞各國因此成為

日系企業轉移的首選之地。另一方面，隨著東協建立單一市場，進行制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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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聲不斷，不僅吸引日系企業的投資，日本政府亦關注東協共同體建立後，

對日本外交層面、貿易層面的正面影響。本文觀察這項戰略發現，日本與湄公

區域各國利用重疊的對話機制，使得高層政治菁英、技術官僚、民間團體保有

對區域開發形塑共同未來的公共論壇。因此，在整體區域的戰略上，湄公區域

所包涉的議題相當多元，例如：基礎建設、貿易制度、司法體制、普及教育、

先進醫療技術、少數民族的人道協助、農村開發、民主改革、環境保護、水資

源供給、海上執法等，顯示日本吸納各國願望清單的結果。總體而言，湄公區

域開發戰略之特徵可以「優質」二字貫穿。優質具有雙面的涵義，對內日本希

望拉動國內經濟，優化援助體制結合公私協力、邁向美元化與歐元化以其與國

際接軌，對外則訴求以安心、可耐久的基礎建設與中國式援助進行市場差異性

策略，優質亦是日本形塑國家品牌的重要關鍵字。 

其次，本文認為湄公區域戰略的實踐是一項國家利益在地化的過程。日本

藉由援助計畫的提出，融合政治菁英所追求的國家生存與資源安全的鞏固，技

術官僚則分別聚焦在政治經濟的多元利益，透過援助機構的包裝，降低以利益

為先的色彩，強化以民為本的援助大國形象。從受援國的角度來看，日本藉由

關照在地化的國家利益，透過多階層次、多元議題的援助計畫，提升日本對中

南半島在政治、經濟、社會的交流層次。 

最後，本文探討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並非絕對互斥，當日本透過觀察在地

的國家利益，並在選定援助計畫時納入國家利益，即說明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

可以同時獲得實踐。開放式國家利益有別於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所假定的封閉式

國家利益，當前在援助的考量上，日本所追求的國家利益為間接而廣泛的，援

助國的國家利益並非總是對立於受援國的國家利益，而是能透過國家利益與國

際利益的融合，創造有利於受援國經濟發展的雙贏局面。日本將國家利益鑲嵌

在國際公益之中，在中南半島所進行的援助，並非絕對的經濟宰制，而是為追

求共同利益的經濟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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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湄公區域援助之發展與變遷：以泰國為例 

第一節 日泰雙邊關係之概觀 

壹、政治關係 

日泰兩國的交流關係已有 600 年以上的歷史，雙方長期均維持著友好關

係，1887 年日本與泰國簽訂「日暹修好通商宣言」，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泰國巧妙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得以免於日本的軍事侵略。戰

後的日泰關係在 1972 年曾因為泰國人民抗議日本製品的大量輸入，而爆發「反

日運動」，其後福田赳夫首相以誠心外交，致力於改善日本與東南亞關係，此後

日泰關係趨於穩定，幾乎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政治摩擦事件。後冷戰時期以後，

日泰政要來往十分頻繁，雙邊透過皇室成員與政治菁英兩項途徑，進行密切的

對話互動，主要政要之往來請見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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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後冷戰時期日泰政要之往來 

年度 泰國訪問日本 日本訪問泰國 

1991 - 明仁天皇 

2002 - 小泉首相 

2003 塔信總理 小泉首相(出席 APEC) 

2005 塔信總理 秋篠宮文仁親王 

2006 塔信總理 

詩琳通公主 

朱拉蓬公主 

明仁天皇 

(出席蒲美蓬國王即位 60 週年紀念) 

2007 素拉育總理 

朱拉蓬公主 

秋篠宮文仁親王 

2008 朱拉蓬公主 - 

2009 艾比希總理 

宋詩哇麗公主 

麻生首相 

鳩山首相(出席東協高峰會) 

2010 艾比希總理 

詩琳通公主 

朱拉蓬公主 

- 

2011 - 秋篠宮文仁親王 

2012 盈拉總理 (兩次，其中一次出席日

本-湄公高峰會) 

德仁皇太子 

秋篠宮文仁親王 

2013 朱拉蓬公主 安倍首相 

2014 帕拉育總理(兩次，其中一次出席聯

合國世界防災會議) 

- 

2015 詩琳通公主 - 

2016 蒲美蓬國王駕崩 安倍首相致唁電 

日本皇室以服喪 3 天致哀 

資料來源：根據外務省「タイ王国（Kingdom of Thailand）基礎データ」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data.html#section6(檢閱日期：2016/11/23)自行整理。 

 

皇室成員的互訪，奠定雙邊友情的象徵。1991 年 9 月，明仁天皇選擇泰國

作為即位後首度出訪的國家，開創日本天皇與亞洲國家的和解之旅，強調「日

本不應重蹈戰爭的覆轍，此後將努力樹立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並指出

「泰國處於印度支那區域的中心位置，這個區域潛藏著繁榮的可能性，希望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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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能承擔起區域開發的重要工作」，1呼應日本在外交上對中南半島的期許。

2006 年，明仁天皇與皇后受邀出席蒲美蓬國王即位 60 週年儀式，明仁天皇與

皇后的出席受到泰國民眾的歡迎，泰國媒體也以「最受感動也最為洗鍊」描述

日本天皇與皇后，足以見得皇室外交在泰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力。2 

其次在政治菁英的互動上，2000 年以前日本與泰國的關係停留在由 ODA

所建立的「開發夥伴關係」。「中國因素」(China factor)是雙邊關係產生變化的

主要動力。中國的崛起為東亞地區增添了新的變數，東南亞國開始重新檢視亞

太國際政治的局勢，並避免在區域大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採取直接對抗的行為，

泰國亦在上述亞洲局勢變化中，調整對中與對日關係。陳宗巖與楊昊曾結合

Stephen Walt 的「威脅認知」(threat perception)與 Dale Copeland 的「貿易期待理

論」(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來分析東南亞國家面對崛起中國的回應(Chen and 

Yang, 2013: 273)。根據上述論文之分析，泰國的回應類型被歸類為「扈從」

(hedging)，其特徵在於泰國對中國的正面經濟期待與根據地緣位置所構成的高

政治威脅性，因此泰國在回應上必須採取保持距離，爭取彈性空間的外交政策

(Chen and Yang, 2013: 277)。 

小泉純一郎執政以後，深化日泰雙邊關係成為一大重點課題。首先在 2001

年 11 月，塔信總理訪問日本，並與小泉首相進行會談，雙邊就「日泰經濟夥伴

關係框架」達成協議，2005 年就「日泰經濟合作協定」之內容完成意見交換，

並發布共同聲明，其中提及「該協定旨在深化既有的緊密友好關係與互惠合

作。該協定為日本與泰國之戰略夥伴關係劃下新時代的起點，為東亞共同體提

供強而有力的基礎」。3會談的結果促使日本與泰國突破開發援助的框架，透過

既有的經濟合作架構，打造雙邊互惠的「經濟夥伴關係」。 

                                                      
1 參見：宮內省「天皇皇后両陛下東南アジア諸国ご訪問時のおことば」

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speech/speech-h03e-seasia.html(檢閱日期：2016/11/23) 
2 參見：在タイ日本国大使館「天皇皇后両陛下のタイご訪問」

http://archive.fo/YExxK#selection-245.84-245.86(檢閱日期：2016/11/23) 
3 參見：日本外務省「タクシン・タイ首相の訪日（概要と評価）」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yojin/arc_01/shinawat_gh.html(檢閱日期：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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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安倍首相與素拉育總理正式簽署「日泰經濟合作協定」，共同聲明

中亦提及「在區域穩定，安全保障及繁榮」與「面對全球化的諸多經濟新課

題」上，雙方基於「戰略夥伴關係」持續深化合作。4共同聲明雖是在宣示日本

與泰國的經濟合作，雙方卻亦提及在安全議題、全球課題的協力合作，說明日

本與泰國在經濟與援助的合作關係，逐漸外溢到政治議題，雙方正式走向更高

層次的「戰略夥伴關係」。 

這種戰略互惠的思維並未因日本國內的政黨輪替而中斷。2012 年盈拉總理

與民主黨野田首相進行會談，其共同聲明中亦明確指出「日本與泰國應持續發

展戰略夥伴關係」，並確認「處於湄公區域核心位置的泰國具有驅動區域繁榮的

推進力(dynamism)」。52013 年自民黨再度回歸執政，安倍首相出訪時表示，「泰

國是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發展的最大據點，雙方更是基於民主主義與市場經濟等

基本價值與經濟利益的重要夥伴」，更主張雙方延續戰略夥伴關係，就日本-東

協關係、南海問題、中日關係、北韓核武問題進行意見交換。6 

上述日本與泰國的互動關係，是以開發夥伴關係、經濟夥伴關係、戰略夥

伴關係三個支柱開展。首先深化雙邊經濟互惠的關係，其次將區域事務帶入雙

邊關係的討論，近期權衡亞太局勢，將日本所關注的高敏感的政治問題，納入

雙邊對話的框架中。 

 

貳、經濟關係 

日本與泰國的經濟關係，可以由雙邊貿易、投資走勢觀察其近年主要轉折

與發展。首先，在雙邊貿易上，由 2000 年至 2008 年為止，雙邊貿易總額呈現

                                                      
4 參見：日本外務省「経済上の連携に関する日本国とタイ王国との間の協定の署名に当たっ

ての共同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j_asean/thailand/seimei.html(檢閱日期：

2017/1/5) 
5 參見：日本外務省「インラック・タイ王国首相の公式実務訪問（概要と評価）」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hailand/visit/1203_gai.html(檢閱日期：2017/1/5) 
6 參見：日本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タイ訪問（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2/vti_1301/thailand.html(檢閱日期：2017/1/5) 



 

 108 

穩定的增長，在此期間日本是泰國的最大進口國，同時日本也是泰國的第二大

出口市場；上述的趨勢在 2009 年開始產生變化，其因主要為金融海嘯的發生與

泰國國內的政治動盪造成泰國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以後首次出現負成長，也是

在這一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泰國第二大出口市場；2010 年中國晉升為泰國第一

大出口市場，其次為日本及美國(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1：1)。 

就出口市場而言，中國、日本、美國仍是泰國產品銷售的主要地點，然而

就進口而言中國產品與日本產品在泰國市場的競爭關係日趨激烈，2015 年泰國

進口中國產品(410 億美金)大幅超越日本產品(312 億美金)，造成日本企業在泰

國優勢不如過去，日本政府亦由上而下協助日系企業進行據點的轉移，加速

「泰國+1」模式的實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16：4)。 

事實上 2013 年起日本與泰國的雙邊貿易就開始出現萎縮。其主要原因在於

泰國發生水災與東日本大地震，泰國與日本雙方因天然災害之打擊，紛紛民間

消費降低的情況，日本降為泰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連續四年蟬聯第一，美

國升為第二)；2014 年以後泰國主要出口夥伴為東協、中國與美國，進口夥伴則

為中國為首，其次是日本，上述的轉變主要發生在電器產品與相關配件的品項

上，泰國大幅增加對中國電器產品的進口，同時泰國降低對日本機械、電器、

汽車零件、鋼鐵製品的進口需求，導致中國與日本在進口國名次上的扭轉，參

見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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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日泰貿易之演變(2000-2015) 

(單位：億美元) 

年度 
日本出口至泰國

(A) 

日本從泰國進口

(B) 

貿易收支 

(A-B) 

貿易總額 

(A+B) 

2000 136.3 101.6 34.7 237.9 

2001 119.3 104.3 15.0 223.6 

2002 131.9 104.8 27.1 236.7 

2003 159.7 118.4 41.3 278.1 

2004 202.5 140.9 61.6 343.4 

2005 226.0 156.7 69.3 382.7 

2006 229.2 169.0 60.2 398.2 

2007 255.5 182.7 72.8 438.2 

2008 335.3 200.9 134.4 536.2 

2009 250.2 157.3 92.9 407.5 

2010 378.5 204.1 174.4 582.6 

2011 373.9 244.2 12.9 618.1 

2012 438.4 237.1 20.1 675.5 

2013 362.1 221.8 14.0 583.9 

2014 315.5 218.7 9.6 534.2 

2015 279.8 204.2 7.5 48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根據日本貿易振興協會「タイ基礎データ」

<http://www.jetro.go.jp/world/asia/th/basic_01/>(檢閱日期：2016/11/23)進行整理。  

 

其次，日本對泰國的投資相當活躍，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所製作的世界

貿易投資報告中指出，日本長期以來均有積極的投資，泰國亦是僅次於中國的

主要投資對象；當前，儘管因為泰國國內汽車市場的需求萎縮以及日趨激烈的

產業競爭，導致於日本並未如過往有較大金額的直接投資；以最近的趨勢而

言，透過較早期進入泰國的日本企業作為據點，將生產轉移到周邊國家的「泰

國+1」模式，成為日本企業進入東南亞的重要策略。(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2016：6)具體數據請參考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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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日本對泰國直接投資之演變 

 (單位：百萬泰銖，％) 

年度 投資金額 名次(佔總投資金額％) 

2007 164,323 1(35.2%) 

2008 106,115 1(30.2%) 

2009 58,905 1(41.5%) 

2010 100,305 1(35.9%) 

2011 158,968 1(57.1%) 

2012 348,430 1(63.5%) 

2013 290,491 1(60.7%) 

2014 181,932 1(37.6%) 

2015 148,964 1(30.2%) 

資料來源：根據日本貿易振興協會「世界貿易投資報告-泰國」

<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th/gtir.html>(檢閱日期：2016/11/23)整理。 

 

參、社會關係 

社會關係上，除傳統泰國王室與日本皇室的交流外，日本的官方與民間亦

經常舉辦各大型活動，增加民間對於兩國關係的認識。例如：2007 年紀念日泰

國修好 120 周年，並以「用微笑串聯心與心的愛之橋」為題，舉辦為期一年的

慶祝活動，強化雙方在文化、藝術、觀光、教育、科學技術、知識交流、體育

項目的相互認識。7在日本-湄公交流年也能看到上述活動的經驗傳承，象徵著

日本透過與泰國交流的雙邊經驗，跨足區域規模大型交流活動的舉辦。 

根據最新一期日本對東協國家進行的一份好感度調查顯示，泰國認為日本

是最值得信賴的國家(其次是美國、中國)；並且超過九成的泰國民眾認為日本

不管在現在或未來都會是東協的重要夥伴；有八成左右的泰國民眾對日本的主

要印象為技術進步，並認為援助有助於泰國的發展，也期待日本期續援助泰國

                                                      
7 參見：日本外務省「日タイ修好 120 周年記念事業カレンダー」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pr/pub/pamph/pdfs/jpth120_04.pdf (檢閱日期：201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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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擴大雙邊的投資與貿易；此外，針對日本近期所發布的積極和平主義與改革

安理會之行動，超過九成的泰國人民對上述二者表達支持態度。8 

 

第二節 日本對泰國援助之現況 

壹、指導原則的主要轉變 

認識日本對該國的「指導原則」，有助於理解日本對泰國的援助規劃。至今

日本對泰國援助之實施以超過 60 年，其指導原則亦隨著時代多次變化，參見圖

4-1。日本對泰國的「國別援助計畫」最早於 2000 年 3 月制定，並於 2006 年修

改；2012 年民主黨執政時改以「國別援助方針」呈現，輔以「事業展開計

畫」，以表格形式統整目前實施的援助計畫內容；2015 年隨著第二次安倍政權

修改過去的政府開發援助大綱，更名為「開發援助大綱」，亦將各國援助計畫的

文書改稱「國別開發協力方針」。 

 

圖 4-1 日本對泰國援助指導原則的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000 年的國別援助計畫由「政治經濟社會情勢之分析」、「開發課題」以及

「日本對泰國援助政策」三部分所構成。首先點出泰國民主扎根的政治背景與

逐漸走出亞洲金融風暴的經濟脈動，然而許多泰國民眾卻仍苦於高失業率、貧

                                                      
8 參見：日本外務省「ASEAN7 ヵ国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結果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23_000019.html (檢閱日期：2016/11/10) 

國別援助計畫

•2000年制定

•2006年修改

國別援助方針
事業展開計畫

•2012年制定

國別開發協力方針
事業展開計畫

•2015年改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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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等社會問題，因此泰國政府也開始提出建構社會安全網絡(social safety 

network)的政策規劃。對此，日本將「以人為本的開發」(人間中心の開発)作為

其援助的基本理念，並具體設定「泰國的自立發展」、「協助泰國脫離亞洲金融

風暴，創造就業與扶助社會弱勢」、「人才培育」、「協助泰國進行南南合作」為

援助方針，使日本的援助協助泰國成為東南亞的安定力量，以泰國的經濟復甦

作為克服襲擊亞洲經濟危機的前鋒。9 

2004 年後，在總理塔信的領導下泰國走出亞洲金融風暴的陰霾，並邁向新

興工業化國家發展，泰國開始致力於償還對日貸款，朝向「新興援助國家」

(Emerging Donor)發展。對此，日本開始調整對泰國的援助方針，並於 2006 年

修改 2000 年所提出的「對泰國經濟合作計畫(対タイ経済協力計画)」。該計畫

對泰國經濟合作提出三大方向：第一，建立「經濟合作的新夥伴關係」(New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將「援助與被援助」垂直結構，調整為

共創相互利益的水平對話合作；其次，日本在雙邊關係中提倡與其他國際組

織、非政府組織的多邊合作，透過上述團體的行動力發現援助的在地需求；最

後，強調各種合作計畫的互相串聯、效果相乘的可能性。 

 

 

 

 

 

 

                                                      
9參見：日本外務省「タイ国別援助計画」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enjyo/thai._h.html (檢閱日期：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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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日泰建立經濟合作的新夥伴關係 

資料來源：根據「対タイ経済協力計画」，p17 之附圖，筆者翻譯。 

 

 2012 年的國別援助方針基本延續了 2006 年計畫之精神，旨在持續協助泰

國朝向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的同時，兼顧區域整體的開發﹔泰國作為「湄公區

域發展之鑰」(メコン地域の発展の鍵)具有先天的地理優勢，因此強化泰國與

中南半島乃至於東協的「連結性」(connectivity)成為日本援助泰國的重點方

向。10事實上，連結性亦是泰國自身對於次區域與區域整合之構想，2009 年東

協高峰會時任輪值主席的泰國以「加強連結，賦權予民」(Enhancing 

Connectivity, Empowering Peoples)為主題，正式將「連結」置於區域合作的核心

議程(楊昊，2010：37)。2012 年適逢日本與泰國建交 125 週年，泰國總理盈拉

正式鬆口與日本建立「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based on the 

Enduring Bonds of Friendship)，強調雙方將繼續基於共同利益，為區域繁榮展開

                                                      
10 參見：日本外務省「対タイ王国 国別援助方針」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2236.pdf(檢閱日期：201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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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11具體而言，日本將「泰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回應東協內共同課

題」以及「與泰國聯手進行第三國援助」設定為援助泰國的三大目標，為泰國

所提出的連結性倡議提供有利的經濟後盾，加速中南半島國家的基礎建設合

作，進而弭平東協各國的地理距離，拉近社會與文化的關係網絡。(白石昌也，

2014：179) 

 2015 年 2 月日本通過「開發合作大綱」後，外務省網站仍以 2012 年版的

內容作為主要援助方針，然而日本對泰國的援助政策卻也有微幅調整。學者亦

指出，其因在於「開發合作大綱」的「地域別重點方針」部分，對「湄公區

域」的援助有特別重視的介紹，展現與 2003 年版內容的差異性。(石原忠浩，

2015：34)值得注意的是，「新東京戰略 2015」確實取代過去以雙邊形式規劃的

援助方針。第二次安倍政權改採對區域整體的「湄公開發」戰略，日本與泰國

則轉為「高品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透過高品質的基礎建設提升區域連結，以

日泰雙邊扎實的合作經驗為基礎，進一步拓展至日泰緬在建設經濟特區的多邊

合作，日本對泰國援助原則之主要背景與調整過程參見表 4-3。 

 

 

 

 

 

 

 

 

 

                                                      
11 參見：日本外務省「恒久的な友情の絆に基づく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関する日タイ共

同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pdfs/1203_thai_02.pdf (檢閱日期：

201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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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日本對泰國援助原則之主要發展 

時間 主要背景 日本援助原則之調整 

1993 年 泰國由一般無償資金協力項目畢業，日本宣布未來朝向「擴充社會部

門(脫貧與縮減貧富差距)基礎設施貸款」、「高層次的技術合作」，發

展雙方之經濟合作關係。 

2000 年 1993 年以後日本結束對泰國的贈與

援助，然而泰國經濟受亞洲金融風

暴打擊，並出現高失業率 

1.以人為本的開發 

2.建立社會安全網絡 

2006 年 泰國邁向新興工業化國家 

合作關係的轉變：垂直到水平 

1.經濟合作的新夥伴關係 

2.以技術合作協助泰國邁向成熟

社會的各項能力建構 

2012 年 建立「連結」成為泰國與日本共同

關注的焦點，雙方均強調東協與中

南半島透過「連結」達到的進一步

區域整合 

1.新東京戰略 2012 

2.戰略夥伴關係 

3.戰略活用日圓貸款與技術援

助，關注泰國在東協與中南半

島的戰略位置 

2015 年 日本通過「開發協力大綱」，「湄

公區域」成為重點開發區域 

1.新東京戰略 2015 

2.日本與泰國建立「高品質基礎

建設夥伴關係」，進一步強化

雙方在「硬體建設連結」、

「軟體制度的導入」以及「人

才培育」的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主要援助實績 

日本對泰國的援助最早始於 1954 年的技術合作，日本接受 21 名泰國人赴

日進修，然而具規模的援助則始於 1967 年的日圓貸款，1970 年日本也開始對

泰國投入無償資金合作，ODA 成為發展雙邊政治和經貿關係的重要紐帶。 

趙姝嵐與孔建勛總結日本的援助目的與泰國的實際需要，將日本對泰國的

ODA 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54 年至 1977 年)的 ODA 處於摸索階段，尚未

確立明確的外交戰略，對泰國援助的特點是救濟性援助，而且大多集中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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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領域；第二階段(1978 年至 1987 年)，日本對泰國援助則處於戰略擴大階

段，援助的目的由純粹的經濟利益延伸到全方位戰略，雙方在福田主義的指導

下，極速倍增的援助金額就是為了建立相互依賴的政治關係；第三階段(1988 年

至 2000 年)，日本幫助泰國從受援國逐步過渡到援助國，雙方開始發展平等的

合作關係，日本亦透過技術培訓計畫的移轉，將培育中南半島人才的工作接棒

給泰國，這為泰國在次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奠定堅實的基礎；第四階段

(2001 年至當前)，其主要特色在於日本與泰國攜手共舞，主導湄公區域開發之

合作，文中也不諱言中國在湄公區域的積極活動促使日本透過泰國這個橋樑，

積極介入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趙姝嵐、孔建勛，2011：55-56)。 

2004 年以後泰國政府採取抑制仰賴外資的政策，日圓貸款部分沒有每年向

日本政府申請，而且向日本償還金額較大(石原忠浩，2009：207)。因此就趨勢

而言，2000 年至 2013 年日本對泰國 ODA 呈現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無償資金

合作項目的擴大與技術合作的深化。特別是 2011 年在泰國發生的洪患重創泰國

當地民生經濟，日本企業在泰國的生產鏈亦受到災害波及，修建東部外環狀道

路與建立防洪制度，成為無償資金援助的重點方向；在技術合作方面包含：高

階基礎建設之管理能力、經濟部門之整建 (通訊技術、農業開發、強化民間部

門、都市開發)、人類安全之確保(教育、醫療保健、脫貧、防災、社會福利、

環境保護、糧食安全、性別平權)等等。其後 2014 年日圓貸款的數字又開始增

長，參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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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日本對泰國的援助實績(2000-2014) 

（支出淨額基礎，單位：百萬美元） 

年度 日圓貸款 無償資金合作 技術合作 

2000 512.69 1.51 121.04 

2001 116.97 2.50 90.12 

2002 129.89 2.29 90.25 

2003 -1,079.06 3.00 73.85 

2004 -133.30 5.68 72.04 

2005 -383.85 3.17 66.79 

2006 -504.95 2.34 49.10 

2007 -527.26 2.17 47. 74 

2008 -795.20 2.56 44.16 

2009 -202.33 3.71 48.30 

2010 -214.79 14.92 56.33 

2011 -237.15 7.25 62.27 

2012 -327.85 13.86 71.48 

2013 -265.03 23.60 48.38 

2014 107.70 9.95 39.45 

合計 -3,803.53 98.49 964.93 

資料來源：根據外務省「ODA 實績檢索」，

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 自行整理(檢閱日期：

2016/5/20)。 

 

日本對泰國的日圓貸款，有效提升泰國對外與對內的陸海空連結，參見表

4-6。在陸路連結方面，由過去的地下鐵建設計畫，至近期的曼谷大眾運輸網絡

之建設，旨在舒緩首都曼谷的交通壅塞，同時降低交通機械對於空氣的污染。

其次，在海洋連結方面，第二湄公國際橋(Second Mekong International Bridge)作

為組建中南半島東西迴廊的一環，連結泰國與寮國兩地，使得原本不具備海岸

線的泰國東北部，得以藉由國際橋樑的整備，將其交通路線擴及至越南中部港

灣；中南半島國際交通網絡的建設，有助於泰國活用緬甸毛淡棉港與越南蜆

港，重塑過去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港口-腹地關係，打造以印度洋與太平洋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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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港，曼谷放射狀鐵公路為核心腹地的湄公經濟圈。(柿崎一郎，2014：229)最

後，在天空連結方面，第二曼谷國際機場的修建計畫歷時 9 年，共分成七次進

行貸款援助，實際總金額達 1 兆 9 百億日圓，儘管這項計畫並未指定向日本企

業進行採購，然而日本與泰國廠商仍是承包大部分工程，僅有少部分工程由美

國、挪威、馬來西亞廠商參與；根據該項計畫的事後報告指出，國際機場整修

後帶動機場周邊的商業與住宅開發，該計畫中機場搭配曼谷國營鐵路機場線

(Airport Rail Link)以及鄰近公路的使用，大幅提升沿線居民與機場人員的通勤

品質，同時也實質地促進了泰國觀光人數的增加。12  

 

 

 

 

 

 

 

 

 

 

 

 

 

 

 

 

                                                      
12 參見：國際協力機構「第 2 バンコク国際空港建設事業(I)(II)(III)(IV)(V)(VI)(VII)事後評價

報告」 https://www2.jica.go.jp/ja/evaluation/pdf/2011_TXXI-2_4_f.pdf (檢閱日期：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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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日圓貸款案件與金額(2000-2015) 

 (支出總額基礎，單位：億日圓) 

年別 總數 案件名稱(金額) 

2000 5 曼谷地下鐵建設計畫(V)(458.18) 

國家計量系統整備計畫(II)(22.02) 

第二曼谷國際機場設備事業(IV)(185.06) 

第七次曼谷自來水整備計畫(II)(96.01) 

地方幹線道路網改良計畫(III)(195.44) 

2001 2 第二湄公國際橋架橋計畫(40.79) 

PEA 輸電網絡擴充計畫(第 7 階段第 2 期)(23.26) 

2002 2 第二曼谷國際機場建設事業(V)(347.84) 

曼谷 230kV 電線地下化建設計畫(103.86) 

2003 1 第二曼谷國際機場建設事業(VI)(448.52) 

2004 0 - 

2005 1 第二曼谷國際機場建設事業(VII)(354.53) 

2006 0 - 

2007 1 曼谷大眾運輸紫線(I)(624.42) 

2008 1 曼谷大眾運輸紅線(I) (630.18) 

2009 1 第八次曼谷自來水整備計畫（44.62）  

2010 2 暖武里府一號道路昭披耶河橋樑建設計畫(73.07)  

曼谷大眾運輸紫線(II) (166.39) 

2011 0 - 

2012 0 - 

2013 0 - 

2014 0 - 

2015 1 曼谷大眾運輸紅線(II)(382.03) 

2016 1 曼谷大眾運輸紅線(III)(1,668.60) 

資料來源：根據外務省「ODA 約束狀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region/e_asia/thailand/exchange.html> (檢閱日期：

2016/11/3)自行整理。 

 

 

 



 

 120 

第三節 湄公區域連結性的實踐 

 如第一節與第二節所述，日本與泰國的雙邊關係，由既有的開發夥伴關

係，走向經濟夥伴關係與戰略夥伴關係。雙邊關係既有援助亦有投資貿易，更

進一步擴大到改善泰國民生基礎建設的在地利益。近年來，隨著泰國邁向新興

援助國的發展，奠定泰國作為「援助國」的國際認識，成為泰國的國家利益，

日本則透過能力建構的相關計畫，提供泰國自力發展與回饋國際的所需技術。

因此實踐湄公區域連結，不僅是日本所追求的國家戰略，更是泰國樹立國際形

象的重要舞台。以下，本文藉由日本與泰國共同參與緬甸吐瓦經濟特區開發的

發展過程，分析日本援助模式的未來走向。 

 

壹、吐瓦經濟特區開發經緯 

當前日本積極進入湄公區域開發議程的舉措，受到周邊國家的矚目，其中

又以日泰緬三國共同開發「吐瓦經濟特區」(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的合

作項目最令人關切。事實上，日本在參與吐瓦經濟特區的開發項目前，已在

「迪拉瓦經濟特區」(Thilawa Special Economic Zone)投入援助，因此在參與吐

瓦經濟特區的發展經緯上，日本抱持著：重複投資是否有效、未來兩項經濟特

區是否會產生競爭關係、資源過度集中緬甸是否恰當等疑慮。然而，當安倍晉

三再度成為日本首相後，安倍便扭轉過去民主黨執政下對此案的保守態度。安

倍對於東南亞的重視，除了延續過去東京戰略 2012 之外，更透過積極參與大型

基礎建設開發計畫，正面回應東協連結性倡議與中南半島實現經濟成長與邁向

成熟社會的在地需求。 

東京戰略 2012 是後小泉時代的政策延續，儘管在 2006 年至 2012 年間日本

首相更替頻仍，依然延續小泉時期對於湄公區域開發的聚焦，特別是在安倍於

第一任內提出「日本-湄公地區夥伴計畫」，明確點出日本應協助中南半島國家

強化區域連結、擴大雙邊貿易與投資、共享價值觀與共同解決區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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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安倍首相帶領 40 家日系企業出訪緬甸，首先宣布勾銷緬甸

長期積累的日圓貸款，其次表明日本將擴大提供 910 億日圓的援助，再者以日

本貿易振興機構與緬甸聯邦工商聯盟(Union of Myanmar Federation of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UMFCCI)共同舉辦日本-緬甸經濟講座作為序曲，展

現日本全面協助緬甸發展經濟產業，建立緊密貿易關係的誠意。會中，安倍承

諾提供迪拉瓦經濟特區第一期開發 200 億日圓的援助，更提及未來與吐瓦經濟

特區的有機連結。2014 年 5 月，泰國發生軍事政變，泰國作為這項開發計畫的

其一締約方，國內情勢的混亂不僅造成經濟特區開發計畫的停擺，也使得日本

暫緩加入此項計畫的行動。2014 年 10 月，在泰國情勢轉為穩定後，新任泰國

總理帕拉育出訪緬甸，表達希望這項計畫能持續運作的意願，同一時間帕拉育

也積極與中國大陸進行對談，使得日本一改過去消極態度。 

2015 年 1 月，日本首度參與高層共同事務會議(Joint High-level Committee, 

JHC)，日本表明願意持續協助經濟特區的開發，泰國及緬甸表示歡迎，日本國

內開始大幅報導吐瓦經濟特區的開發潛力，強調未來此區作為能源產業中心、

東協經濟共同體發展核心的潛力。2015 年 7 月，日本、泰國、緬甸正式簽署三

國合作備忘錄，此前日本甫宣布以 3 年 7500 億日圓的資金規模，積極實踐「新

東京戰略 2015」對湄公區域開發的承諾。另一方面，這項計畫的參與，也被日

本視為建立中國大陸以南北經濟迴廊「南進」的防波提，希望透過東西走向的

南部經濟迴廊，進行中南半島的政經佈局。2015 年 12 月，日本國際協力銀行

正式與泰國及緬甸簽署出資股東契約，確立三方以同等比例參與經濟特區開發

計畫，目前日本主要扮演初期建議的角色，至於實際的參與似乎必須等待至日

本完成開發調查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EIA)才會有

具體的動作。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日本對進行經濟特區開發的慎重態度，中國大陸的國

營企業已經在鄰近區域開始積極佈局。2016 年 3 月，中國中鐵向仍握有初期開

發權的 ITD 幹部表示，願意與該公司共同參與鐵路建設，這項行動是著眼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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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礙於調查計畫的執行而無法具體參與初期建設的現況，中國大陸希望透過參

與初期建設工程，增加日後繼續參與開發工程的優勢。2016 年 4 月，中國廣東

振戎能源公司獲得緬甸投資委員會(Myanmar Investment Commison, MIC)的認

可，未來將在投資高達 30 億美元建設大型煉油廠，緬甸聯邦經濟控股(Union of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 UMEHL)也位列振戎的主要合作夥伴。 

由此觀之，吐瓦經濟特區的合作重點有二。第一，日本必須鞏固泰緬雙方

對自身參與的重視；其次是堤防中國大陸國營企業，避免因其積極行為打亂日

本對此區域的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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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吐瓦經濟特區開發經緯 

時間 主要事件 

2008/8 泰國與緬甸簽訂吐瓦經濟特區開發協定，合意由泰國最大的工程公司

Italian-Thai Development Plc(ITD)獲得緬甸吐瓦特區 75 年的土地租賃開

發及管理權並全權負責該區之開發工程。 

2012/7 泰國與緬甸簽署吐瓦特區開發的合作備忘錄，這項開發計畫也由原本的

民間主導轉變為兩國政府積極關注的焦點。 

2012/9 泰國與緬甸合意設置共同委員會，就經濟特區開發一事進行政策對話，

並在 12 月正式在曼谷召開第一次委員會。 

2013/3 泰國與緬甸共同設立特殊目的事業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並

將原本 ITD 全權擁有的開發權轉交給上述機構，正式形成由泰緬兩國共

同推動的開發結構。日本在這次的會議也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2013/5 泰國總理盈拉訪日，邀請安倍首相帶領日本加入此項計畫，希望透過日

本的資金與技術，協助吐瓦經濟特區完成開發。過去，盈拉也曾邀請日

本參與該計畫，然而當時的野田首相認為日本已經在迪拉瓦經濟特區投

入援助，因此並未積極回應這項邀請。 

2013/5 安倍首相帶著 40 家日系企業前往緬甸訪問，緬甸總理登盛再度邀請日

本加入吐瓦經濟特區的開發。作為出訪的結果，日本決定勾銷緬甸的債

務，並擴大提供 910 億日圓的援助，其中安倍首相也正式回應日本參與

吐瓦經濟特區的意願，並強調透過日本援助創造迪拉瓦經濟特區與吐瓦

經濟特區的有機連結。 

2014/2 由泰國 NEDA 與緬甸 FERD 各半出資所成立的 SPV，首次針對初期事

業進行招商，結果沒有任何人報名。 

2014/5 泰國國內發生軍事政變，開發計畫一度停擺。 

2014/10 新任泰國總理帕拉育訪問緬甸，就經濟特區開發一事，再緬甸表達不變

的決心。泰國與緬甸的國內情勢穩定後，中國大陸與日本亦開始關注該

經濟特區的潛力與開發動向。 

2015/1 日本首度參與高層共同事務會議(Joint High-level Committee, JHC) 

2015/7 日本、泰國、緬甸正式簽署三國合作備忘錄（ダウェー経済特別区プロ

ジェクトの開発のための協力に関する日本国政府、ミャンマー連邦共

和国政府及びタイ王国政府の間の意図表明覚書） 

2015/12 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與泰國 NEDA、緬甸 FERD 簽訂出資股東契

約，三國機構均以同等比例出資。 

2016/3 中國中鐵向 ITD 表達願意加入初期鐵路建設工程 

2016/4 中國廣東振戎能源公司獲得緬甸政府的投資許可，預計將在 2019 年以

前在吐瓦經濟特區的鄰近地區設置大型煉油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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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而言，日泰緬三國聯合開發吐瓦經濟特區的案例，揭示日本對東南亞

國家進行政府開發援助的三項特色。第一，是日本至今依然延續以援助、投

資、貿易所構成之三位一體的經濟外交。特別是在安倍重新執政以後，透過經

濟合作基礎建設戰略會議的政策對話機制，形塑對外輸出「成套型基礎建設」

(パッケージ型インフラ)，對內強化公私協力，厚實日本進行對外援助的民間

資源。儘管日本沒有改變經濟外交的本質，經濟外交所展現的形式卻發生質

變，藉以透過與援助國之間的社會互動，搭建信賴的橋樑。 

第二，就援助標的物的變遷而言，日本的援助歷經了「點-線-面」的過

程。特別是對經濟特區的援助，展現出「廣域援助」已經成為日本進行對外援

助的核心概念，由過去單點援助(例如：僅修建醫院、學校等項目)，前進到以

提升連結性為概念的援助型態，透過修建跨國橋樑、公路、港灣，縮短中南半

島各國之間的物理距離，具體回應東協大連結倡議對東協經濟共同體的建設願

景。如今日本透過對迪拉瓦與吐瓦兩項經濟特區的資源投入，創造出貫穿日本

產業上中下游的基礎建設輸出供應鏈，突破傳統援助架構中對實體基礎建設的

侷限，朝向輸出日本方式(規格、法令、knowhow)與培養當地人才的方向出

發。意即成套型基礎建設的提供是奠基於日本公私的合作機制，其中結合日本

國內產業鏈的發展經驗，將日本過去在援助與發展國內經濟的成功經驗，透過

「面的援助」積極將日本成套行銷到東南亞，安倍首相則扮演著最高銷售員

(top sales)的角色。 

第三，則是日本有別於西方援助，強調「自助發展」與「協助泰國成為新

興援助國」的特色。在這項原本由泰緬兩國所主導的開發計畫中，日本早已決

議援助迪瓦拉經濟特區，卻在其後決定加入援助吐瓦經濟特區的行列。對緬甸

而言，日本的加碼行為只是錦上添花，然而對於泰國而言日本此舉卻是雪中送

炭，即時挽救這項投資計畫失利的局面，亦呈現出日本協助泰國走向自助發

展，期待泰國早日成為新興援助國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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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吐瓦經濟特區中的日本角色 

延續著前面段落的內容，本文認為「連結性」是貫穿吐瓦經濟開發特區的

關鍵字。日本參與吐瓦經濟特區開發的經緯，這正是展現安倍透過「硬體基礎

設施層面」、「經貿層面」、「國家層面」、「社會層面」強化日本-東協-湄公區域

連結性的具體路徑規劃，上述四項要素，亦說明了吐瓦經濟特區作為一項大型

開發標的，所擁有的開發潛力。 

首先在硬體基礎設施層面上，吐瓦經濟特區位於緬甸南方，往東有橫亙中

南半島的南部經濟迴廊，往西則可出海通往印度、非洲與歐洲，往南則連接馬

來半島，在地理位置上十分優越，透過港灣、公路、鐵路等陸海空硬體基礎建

設，吐瓦經濟特區完工後將成為東協與日本製品通往西方市場的大門。 

其次在經貿層面的連結上，強化泰國與緬甸在貿易上逐漸發展緊密關係，

泰國也與印度、歐洲市場有積極的互動，因此對泰國而言，透過吐瓦經濟特區

邁向西方市場極為重要；就日系企業的觀點而言，人事成本較低又鄰近泰國的

緬甸是發展「泰國+1」的絕佳地點，對於日系汽車產業而言，將生產據點轉移

到緬甸，強化在泰國的銷售功能，亦是吐瓦經濟特區未來的優勢所在。 

在 2015 年 JETRO 進行的調查中指出，日系企業關注吐瓦經濟特區的主因

是：該區為迪瓦拉經濟特區的十倍大，應具有相當潛力，然而泰國與緬甸的開

發並不積極，因此日本政府若援助此區，將帶給日本投資者進入市場的極大信

心，亦是深化日本與東協經濟連結的良好途徑。 

另一方面，在國家層面上，就國際關係而言，日本出手援助吐瓦經濟特

區，顯示了日本對緬甸與泰國的重視，特別是對泰國而言，由於泰國正逐漸走

向新興援助國的角色，若這項計畫落空，將重創泰國的對外援助，亦是對日本

建立援助案例的成功經驗蒙上陰影；而就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吐瓦港較

迪拉瓦港更有開發優勢的原因在於，吐瓦港是深水港，利於在此發展重工業與

物流產業，在能源的運送上，過去運油船必須經過曲折的麻六甲海峽，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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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上較為費時，若吐瓦經濟特區具備完善的港灣建設，未來將可成為發展能

源產業的重要基地，不僅能往北為中南半島及中國大陸輸送原油，亦可以發展

原油精煉與石油儲備的功能，對缺乏戰略資源的日本是一項重大的開發誘因。 

 然而在社會層面的連結上，日泰緬所共同主導的吐瓦經濟特區開發計畫正

面臨推動的重大考驗。吐瓦經濟特區對週邊國家而言，最大的開發誘因是其土

地面積廣達 24000 公頃以及位於其連結印度洋的戰略位置。然而在這項開發計

畫的實施上，估計將有 20 至 30 個村落，多達 43,000 位居民受到直接影響。13

目前已有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吐瓦發展協會(Dawei Development Association)指

出，在初期開發階段開發公司並未與當地居民進行事前協商，對於撤遷居民的

手法粗濫、補償不足的情況14；另一個當地的非政府組織 The Tavoyan Women's 

Union 亦發表以「我們不出售生活」(Our Lives Not for Sale)為題的報告書，抗議

經濟特區破壞了當地原有以農業、漁業為主的經濟生態(Tavoyan Women’s 

Union，2014：3-5)。 

上述問題是 2012 年緬甸進行國內改革時，緬甸政府無預警宣布停止開發計

畫的重要因素。如今這項問題更牽涉到投入資金的日本與泰國，尚仍無法獲得

全面解決。日本在吐瓦經濟開發之角色，如何透過社會層面的連結，建立民間

對開發計畫的諒解，調和經濟與環境的永續發展得以彰顯，是日本進入吐瓦經

濟特區開發議程的一大挑戰，亦考驗著日本回應援助國當地居民期待的誠意。 

 

參、日本在吐瓦經濟特區的挑戰與期待 

儘管吐瓦經濟特區在建立硬體基礎建設、經濟與國家層面的連結性上，具

有極大的利益，然而當前社會層面的連結仍未能有效被建立。深入分析計畫中

                                                      
13 參見：メコンウォッチ「ビルマ・ダウェイ経済特区＞ビジネスと人権（2）タイ国家人権

委員会：企業による人権侵害を報告」

http://www.mekongwatch.org/resource/news/20160525_01.html (檢閱日期：2016/12/11) 
14 參見：DAWEI DEVELOPMENT ASSOCIATION「Voices From the Ground: Concerns Over the 

Dawei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Related Projects」http://www.ddamyanmar.com/?p=811f (檢閱日

期：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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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參與者的層面可發現，這項經濟特區的建設存在著顯著的贏家(winner)與輸

家(loser)，對於經濟、國家與硬體基礎建設的關注比例過高，導致於贏家與輸

家的槓桿不平衡的現象，參見圖 4-3。 

 

圖 4-3 吐瓦經濟特區各要素示意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根據目前本文所蒐集到的資料顯示，上述不平衡的現象可歸責於 ITD 在進

行初期工程時，並未做好完善的環境影響評估。2015 年 3 月，泰國人權委員會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Thailand)針對 ITD 所主導的拓港工

程，判定在其協助居民遷村的過程，有重大侵害人權的問題，並應該對該問題

負擔賠償與救濟的責任。15事實上，早在 2013 年日本經濟產業省通商政策局製

作的報告書中，就已經對 ITD 提出多項質疑。首先，在環境影響評估的調查程

序與其後的認證工作上出現瑕疵；其次，針對土地使用上，具體而言將對自然

環境帶來何種影響，污染監測機制應如何建立，均沒有具體的規劃；再者，當

經濟特區開始建設時，有關居民撤遷與重建居民生活型態方面，ITD 並沒有具

體的後續安排；最後在利益的分配上，關於吐瓦市的供電、供水與道路設施並

                                                      
15 參見：メコンウォッチ「Report of the Complaint Consideration to Propose 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http://www.mekongwatch.org/PDF/daweiNHRCT_ReportFull_ENG.pdf (檢閱日

期：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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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納入計劃當中，ITD 未能將開發經濟特區所得之利益回饋到在地社會(經濟

產業省通商政務局，2013：3-32)。 

日本被視作扭轉不平衡關係的樞紐。在本文的構想上，日本透過調整軸心

的位置，平衡贏家(即經濟、國家與硬體基礎建設層面)與輸家(即社會層面)的槓

桿，當地社會期待日本能根據國際社會對環境保護的標準，制定出一套符合在

地利益的遊戲規則，使得社會層面也能參與利益的分配，扭轉當地居民獨自面

對大財團破壞原始生態、傳統價值的局面。當地的非政府組織 The Tavoyan 

Women's Union 也發出聲明，表達對日本遵守國際環境規範的信心，卻對三菱

集團即將發起的火力發電場建設案保持警戒態度。16 

目前，針對上述問題，負責執行援助計畫的 JICA 已開始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並根據「環境社會配慮報告書」對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調和，以及用地

取得及居民撤遷問題進行全面檢討，日本在未來的規劃上，將如何回應當地社

會對於環境的顧慮，值得持續觀察。 

 

第四節 小結 

本章把焦點放在日本對泰國的援助上，藉由其援助發展脈絡的整理，本研

究發現日本對泰國援助的意義有三項：第一項是由貿易總額、海外投資金額以

及援助金額所建立的經濟夥伴關係；第二項是泰國就地理上、發展條件上，與

日本分享著戰略夥伴關係，這是由援助擴展的關係網絡，有利於日本在中南半

島建立以區域發展議程，進一步達成以日本為核心的軸幅關係﹔第三項則是著

眼於日本與泰國之間的開發夥伴關係，泰國躍身為新興援助國的成功經驗，有

助於日本在推展日本型 ODA 時強化說服能力，達到行銷國家品牌的效果。 

                                                      
16 Tavoyan Voice, “New Investment in Dawei Project Must Follow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http://en.tavoyanvoice.com/2013/12/new-investment-in-dawei-project-must-follow-international-best-

practices/(Access date：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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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日本對泰國的援助實績，無論日圓貸款、無償資金合作或者技術合

作，泰國均逐漸走向「畢業」與自力發展。特別是在日圓貸款方面，考慮到泰

國的經濟條件，日本在 2000 年以後不再提供經濟建設有關的基礎設施援助，同

時將焦點轉向與民生相關的改善城市交通、優化人民生活品質等項目加以著

手。2012 年以後日本對泰國的援助方針出現轉變，日本更強調善用泰國的優勢

位置與發展地位，強化湄公區域的全面連結。在連結性的構想上，日本與泰國

展現更為密切的相互合作。泰國為日本進入湄公區域整合，提供良好的進入機

會，更有利於日本進入建構東協共同體的政治脈絡之中，使日本能在東南亞區

域整合之下，為硬體連結、制度連結與人際連結的創建上，扮演資源提供者與

協調者的角色，從而強化日本在東協實踐國家利益的機會。 

吐瓦經濟特區作為實踐湄公區域連結性的案例，代表著未來日本對於援助

計畫的規劃上，將由點的開發，走向線與面的開發。經濟特區作為成套型的基

礎建設，其內容往往包括：港灣、公路、配電系統、地下水供給等多項複雜的

建設工程。因此若以援助進入經濟特區的開發過程，將有助於帶動後續產業進

入東南亞的重大商機。日本與泰國對於緬甸經濟發展的攜手合作，並不單純基

於國際公益的理念，背後亦有國家利益的戰略思維。 

2015 年日本與泰國、緬甸簽署合作備忘錄後，日本在吐瓦經濟特區所扮演

的角色受到許多期待，亦面臨挑戰。未來，日本如何透過先進技術，平衡經濟

發展與環境破壞的槓桿，是當地居民關注的重點，也考驗著當代日本型援助實

踐國家利益在地化的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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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章作為本研究的結論，將先對前四章的討論內容進行綜合性的歸納，以

完整回答本研究一開始所提出的幾項問題，並說明湄公區域開發如何呈現日本

國家利益在地化的過程；接著，將以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作為基礎，總結日本以

援助開發援助，結合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外交實踐。 

本研究於第一章文獻回顧的部分以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作為分析日本進行

援助的分析脈絡，此種方法有別於援助發展理論，是以外交政策走向作為主

軸，探討日本如何以援助作為外交工具達成國家利益的研究。 

這項理論分析亦運用於第二章的篇幅中，協助筆者處理「日本對湄公區域

開發的政策發展脈絡」。在第二章中，筆者透過國家利益的視角，觀察日本對東

南亞外交所認知的國家利益，筆者發現日本的國家利益並非恆久不變，透過援

助貢獻國際公益亦符合日本重返國際社會、形塑國家形象的國家利益。 

緊接著在第三章「日本對湄公區域開發之戰略操作」的分析架構中，本文

發現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可被進一步詮釋。亦即，援助計畫中的國際公益來自

於日本的國家利益，然而就促成援助計畫有賴雙方當事國合意的前提而言，援

助計畫的國際公益更須符合在地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的考察必須

跨出援助國本位的思維，正視受援國的在地需求。在上述過程中，受援國須時

時關注「在地的國家利益」方能實踐「國家利益的在地化」。 

本研究由日本進入東南亞區域發展的歷史脈絡談起，說明日本與東南亞關

係歷經由懷疑到信任的發展過程。日本援助體制的特色是在「以民為本」、「誠

心互惠」的關係架構下，日本逐漸拂拭東南亞各國對於日本的不信任感，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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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社會三者並進的交流管道。政府開發援助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

要，援助外交並不等於金錢外交，援助的功能在外交層面、貿易層面、國家品

牌的建構上功不可沒。特別是日本透過湄公區域略的構想，強化與東南亞交

往，有助於日本建構區域話語權、持續主導區域開發議程，將區域的成長動能

轉化為日本國內產業升級、培養高層人際網絡的政治資源。 

第四章「湄公區域援助之發展與變遷」，日本對泰國援助的案例研究之主要

發現有三。第一、就歷史脈絡而言，援助是日本建立經濟夥伴關係、戰略夥伴

關係、開發夥伴關係的重要因素，日本與泰國的雙邊關係亦符合第二章所述之

「由懷疑到信賴」的發展軌跡。第二、就日本援助特色而言，對泰國的援助計

畫充分展現「國家利益在地化」與「在地的國家利益」之特色。「以民為本」的

援助精神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在地化，日本將高規格的優質基礎設施輸入泰

國，一方面能改善泰國生活水，另一方面亦是為日本國內建設公司爭取海外訂

單。吐瓦經濟特區則是在地的國家利益之展現，日本作為搭建泰國與緬甸進行

經濟特區開發的協調者，協助泰國實踐建立新興援助國國際地位之國家利益。

此外，在吐瓦經濟特區的開發歷程中，日本這項計畫的支持不僅限於對泰國發

展援助外交的協力，日本亦開始構思透過經濟特區的規劃經驗，將點的援助擴

展至線與面的援助，透過面的援助計畫與區域連結的建立，日本可望獲取更大

的政治與經濟利益。 

 

第二節 未來展望 

本研究使用國家利益與國際公益作為理論途徑，說明國家利益在地化的過

程。在研究當中，筆者主要詮釋國家利益在地化的現象不僅存在，援助國更須

正視在地的國家利益。然而本研究對「在地性」的探討仍有不足之處，特別是

國際公益如何透過受援國的觀點轉化為在地的國家利益，還須進一步的探討與

反省，以突顯區域為個別國家所構成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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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較為可惜之處在於未能進行田野調查，以致於文末仍發現有未盡之

處。日後若有學者欲進行與本篇類似之研究，強烈建議聯絡國際協力機構進入

湄公區域開發的田野調查，或者與援助計畫參與者的身分，進一步分析日本對

湄公區域戰略的實際規劃以及受援國的在地利益。 

此外，本研究礙於研究範圍之限制，較少針對「官僚決策模式」進行日本

對外援助政策的討論。未來研究可針對 Sandra Tarte 所提倡的日本援外政策規範

(Tarte, 2008 :129)，以及由 Yoichiro Sato 與 Keiko Hirata 兩位學者的角度，觀察形

塑日本援外政策的常數與規範性行為(Sato and Hirata, 2008 :1-2)。 

就當前日本援助亞洲的趨勢而言，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僅對日本在亞洲的經

濟地位造成影響，2016 年於北京開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對日本援助大

國的政治地位造成衝擊。日本長期在東南亞援助的成功經驗，在未來依然是日

本進行基礎建設輸出的首要行銷故事；此外，日本與泰國在援助計畫上的並肩

合作給予援助轉型的機制典範，說明援助關係可以不因為金錢供給的結束而中

斷，援助關係另有深化、擴散、建立全方位連結的發展可能。 

 

第三節 研究建議 

透過本研究對湄公區域戰略的發展脈絡，筆者認為日本對湄公區域的關係

經營，其實是日本拓展亞洲外交，強化自身重要性的縮影，對於我國的新南向

政策來說，有四項彌足珍貴的特色值得參考。1 

第一，日本對於東協作為區域整合領銜者(driver seat)的尊重，是日本發展

對東南亞雙軸計畫的關鍵，也就是多邊關係的經營(對東協)以及雙邊關係的耕

耘(對東協國家)。唯有緊密的關注東協的整合目標與東協共同體(ASEAN 

                                                      
1 本研究建議參照筆者於自由評論網之文章，全文參見：邱妗榆「從日本與緬甸的關係經營省

思台灣的新南向政策」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785351(檢閱日期：20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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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發展的期待，才能從中找尋東南亞整體發展需求與地方訴求為何，

進一步強化自身對於東南亞的貢獻。 

第二，在議題設定上，日本除了找尋具有互利雙贏的政府對政府的合作議

題，更開創新的合作領域。藉著強化政府與政府關係、企業與在地生產網絡的

關係、民間社會的關係等複雜社會交流網絡，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多元合作議

題與社會連結，加強了本國在東南亞的重要性與長期被需要性。 

第三，日本不放棄與每一個東協國家交往，甚至在傳統上被視為親中陣營

的東協國家，同樣是日本積極開發、推展合作關係的對象。簡單來說，這種

「非零和」的關係經營模式，提供了更充裕的戰略操作空間與機會，讓日本的

南向能深入各界。 

最後，公私協力模式是台灣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最需要且最重要的參考架

構，當我們不斷呼籲要建立跨部會協調與執行機構來推動國家新南向政策，日

本結合政府、企業、智庫、以及民間力量的經驗全力發展對東南亞關係，早已

超越單一部門組織內部的橫向與縱向連結規劃。公私協力的「有機整合」，更具

體協助改善、提升日本在東南亞的國家形象。 

 

 

 

 

 

 

 

 

 

 

 



 

 134 

參考文獻 

壹、中文資料 

石原忠浩，2009，〈新世紀日本對外政府開發援助的走向:以中國、泰國 

  為實例〉，收於蔡增家主編，《東亞國際關係中的日本：邁向正常國家？》，

台北：國立政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75-214。 

石原忠浩，2012，〈民主黨政權下的政府開發援助的實踐〉，收於蔡東杰、黎立

仁主編，《全球格局變遷下之東亞政經發展-台灣與日本的視角》，台北：國

立政治大學當代日本研究中心，頁 23-48。 

石原忠浩， 2015，〈日本對外援助政策的指導方針:開發合作大綱的制定與展

望〉，新社會第 42 期，頁 31-36。 

吳卓軒，2016，〈冷戰後日本對東南亞國家開發援助之研究－以湄公河區域五國  

為例〉，台北：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余春樹，2012，《柬埔寨－邁進和平發展新時代》，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李文志、蕭文軒，2005，〈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

戰略意涵〉，臺灣東南亞學刊，第 2 卷第 1 期，頁 83-125。 

李文志、蕭文軒，2006，〈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之政經分析〉，逢甲人

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頁 225-265。 

周芷羽，201 3，〈 從戰略援助角度分析日越關係與 ODA 政策〉，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唐嘉虹，2004，〈冷戰後日本之中國政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

士學位論文。 

金熙德，2000，《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金熙德，2006，《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金熙德，2008，《日本外交 30 年──從福田赳夫到福田康夫》，青島：青島出版    

社。 



 

 135 

柯玉枝，2000，〈日本對東南亞的經濟外交：從「內向經濟」至「政經並行」〉，

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5 期，頁 71-88。 

陳宗巖，2015，〈經濟發展差異與區域整合成效：東協經濟共同體的挑戰〉，《台

灣東南亞學刊》，第 3 卷第 10 期，頁 45-72。 

楊昊，2010，〈剖析 2010 年東協連結整體計劃的發展邏輯〉，戰略安全研析，第

67 期，頁 35-40。 

楊昊，2015a，〈2015 年之後？東協共同體的未來路向與挑戰〉，臺灣東南亞學

刊，第 10 卷第 3 期，頁 1-6。 

楊昊，2015b，〈國關論壇：戒律式民主的脆弱轉型：緬甸 2015 年國會大選的意

義〉，問題與研究，第 54 卷第 4 期，頁 153-164。 

楊昊，2016，〈寮國與東協系列高峰會：小國生存與共同體利益的再平衡〉，亞

太評論，第 2 卷第 4 期，頁 1-15。 

蔡增家，2005，〈 2000 年以來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從國內層次分析＞，問

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頁：103-129。 

蔡東杰，2010，〈日本援外政策發展：背景、沿革與演進〉，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頁 33-48。 

 

貳、英文資料 

Brandt Willy, (1980). 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Cambridge, 

Massachussetts: MIT Press. 

Chatterjee, Deen ed, (2004). The Ethics of Assistance: Morality and the Distant 

Ne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an C.Y. Chen and Alan Hao Yang, (2013).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136 

Pacific Review, 26 (3): 265-288. 

Easterly, William, (2002).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 Cambridge, Massachussetts: The MIT Press. 

Higgins, Benjamin, (1968).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W.W. 

Norton&Company, Inc. 

Hjertholm, Peter and White, Howard, (2000). Foreign ai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ckground and trends, in Finn Trap ed.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Learnt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Routledge: 59-77. 

Howard, Michael, (2001). Gr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fence Studies, 

1(1): 1-10. 

Ogura, Kazuo, (2009).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Tokyo: Japan Foundation. 

Lancaster, Carol, (2007).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c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coln, Edward, (1993). Japan’s New Global Role, Washion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cintyre, Andrew and Naughton, Barry, (2005). The Decline of a Japan-Led Model 

of East Asian Economy, in T.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versity Press: 77-100. 

Pearson, Lester, (1969).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l Mall Press. 

Pharr, Susan, (1988). Statemen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Washionton, DC: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yle, Kenneth, (1996). The Japanese Question: Power and Purpose in a New Era, 

Washionton, DC: AEI Press. 

Sachs, Jeffrey David, (2006).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s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nguin Group. 



 

 137 

Singer, Peter, (2004). Outsiders: Our obligations to those beyond our borders, in 

Chatterjee ed. The ethics of Assistance: Morality and the Distant Ne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2 

Stiglitz, Joseph, (1988).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New York: W.W. 

Norton&Company, Inc. 

Stokke, Olav, (1995). Core Issues and State of the Art, in Olav Stokke ed.,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London: Frank Cass. 

Sato, Y. & Hirata, K, (2008). Norms, interests, and power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arte, Sandra, (2008). Norms and Japan’s Foreign Aid Policy in the South Pacific, in 

Sato, Y. & Hirata, K. ed. Norms, interests, and power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129-150. 

 

參、日文資料 

稲田十一，1990，〈国際システムにおける日本の ODA の位置づけ：国際政治

経済学の模索〉，国際政治，第 93 号，頁 11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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