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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泉時期的日本外交政策 

 
本章介紹小泉時期的日本外交政策。本章擬以 Joanna Spear 與 Phil Williams

所提出的五組瞭解決策者信念體系與其決策間關係的因素為分析架構，從小泉首

相的國際觀出發，首先介紹小泉首相是如何看待現今的國際與區域情勢，如何看

待中國在現今的國際與區域情勢中的崛起與其對日本的意義，以及因此衍生出來

小泉的對外政策特徵，與傳統日本對外政策有何異同。其次，將藉由分析小泉首

相的就職演說、國會施政演說、外交青書、防衛白書、《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

略》報告以及新《防衛大綱》等重要的講詞與文件，來具體介紹小泉政府對外政

策的重點，以及其中具體的對中政策重點。 
 
 
 

第一節  小泉的國際觀與對外政策特徵 

 
Joanna Spear 與 Phil Williams 提出了五項決策者的重要信念：1一、決策者對

國際體系的本質與架構的看法：權力在體系中的分佈情形，是分散於多國的或只

集中於幾個大國？；二、決策者對主要敵手與安全威脅的評估：主要敵人為何？

其能力如何、意圖為何？主要的威脅為何？是否有負面的刻板印象？；三、決策

者對本國在國際中的角色及其優缺點的認知：本國在世界中的角色？本國所擁護

的價值？本國的優劣勢？；四、決策者對在國際體系中權力和影響力的運作方式

的看法：其中以軍力的效用最為重要，軍力是否重要？在何種情況下能有效運用

軍力？對核武的看法？；五、最高決策者（總統、首相）對個人角色與責任的認

知：個人的權力與地位？如何做好一個總統？獲取情報與建議的管道？偏好的決

策過程？以下將運用上述五項決策因素來分析小泉首相的外交政策： 
 
一、小泉首相對國際體系的本質與架構的看法 
 
小泉首相在 2001 年上任前，便於競選期間發表了許多有關將修改和平憲法

（第九條）、把自衛隊稱為軍隊，並欲正名為國軍、將檢討集體自衛權與「有事

法制」以及宣稱將於 8 月 15 日終戰紀念日參拜頗具爭議的靖國神社，諸如以上

的發言，都使得小泉在尚未執政前就已被貼上鮮明的右派標籤，並成為中國、南

韓等亞洲國家批判與關注的焦點。姑且不論中、韓的批評是否客觀，但小泉首相

                                                 
1 Joanna Spear and Phil Williams, “Belief System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s of Carter and 
Reagan,” in Richard Little and Steve Smith, (ed.) Belief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1988, pp.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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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內對於日本的安全、軍事領域的一連串行動，確實可被歸類為鷹派，2因此，

當右派的小泉首相遇上了新保守主義的美國總統小布希，兩人一拍即合，不但建

立了日美兩國領袖間的私人情誼，也奠定了在小泉首相往後任期中一貫「以日美

同盟為基礎」、「以日美關係為優先」、「以不斷強化日美同盟為目標」的外交政策

方向，3也因而做出了在 2001 年 911 事件後以日本決策史上超乎尋常的速度制定

並通過了《反恐特別措施法》；首度派遣自衛隊至印度洋支援美軍在阿富汗的反

恐戰爭，使自衛隊突破 1997 年《防衛大綱》中「遠東地區」、「日本週邊」的派

遣範圍限制；在 2002 年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以後，加速與美國合作部署戰區飛

彈防禦系統（TMD）的腳步；在 2003 年伊拉克戰爭後，更以參與重建伊拉克的

名義，首度在非隸屬於聯合國維和行動下，派遣自衛隊至仍時有交戰情形發生的

伊拉克。上述行動除了是為加強日美同盟，支持美國政策之外，更重要的是，它

同時也完全符合日本的國家利益，4有助於其追求成為「正常國家」與聯合國安

理會常任理事國的目標。 
 
事實上，從小泉首相在國會發表的施政演說來看即可發現，在 2001 年 5 月

執政第一次的國會演說中，小泉首相便直言：「我國作為國際社會中肩負責任的

主要國家之一，應在建構 21 世紀的國際體系上實現主導性的職責」5，此外，小

泉之後也曾重複地表明：日本作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要積極、主動地完

成其在國際社會中的任務，為實現世界的和平、安定與繁榮做出積極的貢獻；主

張聯合國必須進行改革以有效處理當今國際社會所面對的問題，而日本也希望參

與安理會的決策運作，以期有能力擔負起世界和平與安定的重要任務；強調世界

的和平與安定對於日本的安全與繁榮是不可或缺的，並以日美同盟及國際合作為

外交的基礎，達成上述目標。從上述言詞中可發現，小泉瞭解到美國是目前世界

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現階段地位穩固，但還不至於能稱霸世界，因此，國際體系

仍是偏向多極，美國雖擁有無可匹敵的權力，但歐盟、俄羅斯、中國等大國仍擁

有相當的權力，尤其在伊拉克戰爭之後，美國開始轉向國際尋求協助，亦顯示美

國並非居於至高無上的單極地位，而在伊朗、北韓核武問題上更可看見美國尋求

與歐盟、中國等其他大國合作的趨勢，確立歐盟、中國、俄羅斯等國在國際體系

中的大國地位。而日本自冷戰結束後即致力於推動世界朝多極體系發展，除擁有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經濟實力，更進一步追求與其經濟力量相稱的政治地位，希

望能確立其成為其中一極的地位，而日本追求成為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的目

標也服膺於此。對小泉來說，外交最重要的就是權力關係，而國際秩序仍具有強

                                                 
2 Paul Midford, “Japan’s Response to Terror - Dispatching the SDF to the Arabian Sea,” Asian Survey, 
March/April 2003, p. 337. 
3 吉崎達彦，〈『思い切りの良さ』と『不精さ』が錯綜〉，《世界週報》，2006 年 5月 9日～16 日，

頁 15。 
4 “２１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2002/11/28)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accessed 2006/10/15) 
5 “第百五十一回國會小泉內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1/5/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507syosin.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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烈的權力平衡特質，因此，若從東亞的權力平衡來看，小泉首相重視日美關係的

目的其實應是為了強化日本本身的權力。6為達成上述目的，小泉藉由加強日美

同盟，來強化日本的安保政策並擴大自衛隊參與國際行動的範圍與規模；藉由參

與國際行動，不但提供財政貢獻，也積極做出「人的」貢獻，以謀求符合成為聯

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的資格；為了在構築國際體系上實現主導性的職責，提出

「東亞共同體」和「日本、東協全面經濟伙伴架構」的構想，7表現日本在區域

體系建構上的積極性。 
 
二、小泉首相對日本主要敵手與安全威脅的評估 
 
小泉首相雖未曾公開直接指明特定國家，然而，2002 年 10 月第二度引發核

武危機，且對日本懷有明顯敵意的北韓顯然是日本最擔心的對象，首先不但在

2002 年所發表的《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8報告中，直接點名北韓擁有大規

模的常備軍隊且發展核武與中長程飛彈，對週邊國家與區域的和平與安定都是一

大威脅，而且在 2004 年 12 月所修訂完成的新《防衛大綱》中，也再度強調北韓

除進行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彈道飛彈的開發、部署與擴散等行動外，也保有大規

模的特殊部隊，不但成為影響區域安全重大且主要的不穩定因素，也成為國際反

擴散工作中的嚴重問題。這是由於北韓不但已擁有可達日本的中長程飛彈，甚至

在 1998 年與 2006 年兩度往日本海方向試射飛彈，其中，1998 年那次所發射的

大浦洞飛彈更是穿越了日本上空掉落至太平洋，造成日本全國極度的震驚與緊

張，因為現在北韓擁有射程可達日本全國的飛彈，即可攜帶核生化武器，對日本

構成立即的威脅，9因此日本也首次在 1999 年的《防衛白書》中提到，日本在遭

受他國飛彈攻擊或侵略之虞時，有權發動先制攻擊，明顯反應了日本對北韓的飛

彈威脅的焦慮。10而在 1994 年與 2002 年兩度發生的北韓核武危機，更加深日本

對北韓可能將擁有核武的憂慮，此外，雙方間還有日本人遭綁架事件尚未解決，

且北韓經常發表挑釁的言論，如 2004 年 9 月更曾威脅要讓東京陷入核子火海，11

使日本非常憤怒，卻也十分憂心。 
 
除了北韓這個顯而易見的威脅之外，在《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中，

其實也指出中國不斷地在增強軍事力量，可能將成為日本中長期的嚴重威脅，而

在 2004 年 12 月所修訂完成的新《防衛大綱》中，更是首次對中國的軍事動向發

                                                 
6 細谷雄一，〈小泉とトニー・ブレア－リーダーの世界秩序観が招いた『外交の停滞』〉，《中央

公論》，2006 年 7 月，頁 225－226。 
7 田中明彦，〈外交の秋―小泉政権にとっての正念場〉，《東亜》，2002 年 11 月，頁 3。 
8 “２１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2002/11/28)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accessed 2006/10/15) 
9 Morimoto Satoshi, “Confronting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Japan Echo, February 1999, pp. 25. 
10 朱松柏，〈北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民國 89 年 2 月，頁 9。 
11 “北韓揚言倘若遭美攻擊 日本將化成核子火海”(2004/9/23)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23/n669651.htm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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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戒，12指出中國擁有核武及彈道飛彈的作戰能力並進行海空軍的軍事現代

化，同時也擴大其海洋的活動範圍，今後必須關注其動向，顯示日本將中國視為

區域最大的潛在威脅。132006 年 3 月小泉首相在日本防衛大學的畢業典禮演講

中，提及「近年出現展開缺乏透明性之軍事擴張國家」，這是日本首相首次針對

中國擴軍的公開談話，14雖未明確點名，但也顯示出小泉首相對於中國軍力發展

的隱憂。對日本而言，北韓與中國雖然都是潛在威脅，但實際上真正令人擔心的

卻是中國，因為與北韓相較，中國不但早已擁有核武，其在沿海地區對台灣所部

署的七百多枚飛彈也可能威脅到日本，而且其軍費不透明、軍力急速成長的情況

也令日本相當憂慮。此外，日中兩國事實上在冷戰後時期已有逐漸走向互視為潛

在威脅的趨勢，15兩國間不但存在著歷史、領土、安全、台灣、能源等多項難解

的糾紛，兩國亦處於互爭區域領導權的競爭狀態，並出現軍備競賽的傾向，可能

陷入危險的安全困境。雖然中國對日本的主要威脅是在軍事、安全領域，但也有

不少人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對日本經濟也可能有威脅，此外中國的不穩定可能導致

區域不穩定而危及日本的經濟，不過，小泉首相卻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而

言「不是威脅，而是是一個良機」16，顯示其在處理與中國的關係時有政經分離

的傾向，一方面期望中國的經濟發展能有助於日本的經濟復甦，另一方面則不忘

強化安保政策以對應未來週邊可能發生的「事態」。 
 
三、小泉首相對日本在國際中的角色及其優缺點的認知 
 
如同小泉首相於 2001 年 5 月在第一次國會施政報告中所說的，「我國作為國

際社會中肩負責任的主要國家之一，應在建構 21 世紀的國際體系上實現主導性

的職責」17，即日本應謀求扮演國際體系建構者之一的角色，而日本所擁護的價

值即小泉首相於 2001 年 9 月在國會所說的，「為求實現和平與繁榮的 21 世紀，

進一步推進對基本人權的尊重，建立以民主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貿易為基礎的

國際秩序，我國必須擔負起主導性的任務，…，積極地面對當下國際社會中的重

要課題」18，不同於以往日本在國際中的一貫被動立場，小泉強調的是日本要在

國際社會中扮演積極、主動的重要角色，積極爭取成為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

就是日本提升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指標。前外務省外務審議官田中均

曾指出小泉首相追求日本外交自主性的傾向，他舉例在 911 事件發生後的日美領

袖會談中，小泉首相在「自衛隊」三個字還沒從小布希總統的嘴裡說出來前，就

                                                 
12 產經新聞，2004 年 12 月 12 日，15 版(1)。 
13 讀賣新聞，2004 年 12 月 11 日，14 版。 
14 何思慎，〈日本七大親中團體聯合訪中之研析〉，《戰略安全研析》，民國 95 年 5 月，頁 16。 
15 Denny Roy, “China-Jap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Amidst Antagonism,” p. 3. 
16 “ボアオ・アジア・フォーラム小泉総理と朱鎔基総理との会談（概要）” (2002/4/12)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boao02/chaina_g.html (accessed 2006/10/15) 
17 “第百五十一回國會小泉內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1/5/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507syosin.html (accessed 2006/10/15) 
18 “第百五十三回國會小泉內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1/9/2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927syosin.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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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先回答「不需由你的嘴裡說出來，我會自己考量、自己判斷」19，此種強烈追

求外交自主性的傾向與日本過去的首相十分不同，小泉認為在國際關係中，為了

要與美國處於對等的關係，就必須自己決定日本在國際上的任務為何，20這也印

證了小泉希望日本成為世界的一極（強權）之一，而不甘只是傳統上的「對美追

隨」而已。 
 
日本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此強大的經濟力量當然也成為其在國際社會

中的優勢，無論是在阿富汗重建、伊拉克重建、南亞大海嘯等人道援助上，在

SARS 與禽流感等跨國問題上，以及「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

湄公河區域開發計畫等透過政府開發援助（ODA）所進行的經濟發展援助，以

上所述日本的貢獻都是在財政方面，這也是經濟實力強大的日本過去一貫採行的

外交政策方向。然而，由於在波斯灣戰爭後日本陷入被西方國家譏諷為「支票外

交」的難堪處境，再加上隨著 1990 年代以來日本經濟開始陷入停滯狀態，財政

吃緊、預算赤字飆高的日本政府也不得不開始消減政府開發援助，另一方面，則

轉而加強人員方面的貢獻，其重要指標即 1992 年通過的《PKO 法案》。由於日

本先前已有此種趨勢，再加上小泉首相原就在安全領域持鷹派立場，21追求日本

在軍事、安全領域的突破，以謀求成為「正常國家」，因此其在 911 事件後派遣

自衛隊至印度洋後勤支援美軍的反恐戰爭、在伊拉克戰爭後派遣自衛隊至仍有動

亂的伊拉克維和等行動，也就不令人驚訝了。而這也突顯了小泉首相對於日本提

供國際貢獻的立場，即除了提供財政貢獻之外，更要提供「人的」貢獻，他說：

「若是因為提供『人的』貢獻可能伴隨著危險，而將責任推給其他國家，不能稱

做是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22。小泉首相帶領日本對國際社會積極做出「人

的」貢獻，除了在軍事、安全領域上欲成為「正常國家」的考量之外，在政治上

的目標則是成為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小泉於 2004 年 9 月在聯合國大會表明日本

將正式針對聯合國（安理會）改革提案同時並尋求成為安理會常任理事國時，在

演說中也特別提出，日本作為一個負責任的聯合國成員國，為了建構一個更好的

世界而不斷努力貢獻自身力量，對伊拉克提供 50 億美元的財政援助與派遣自衛

隊至當地進行人道重建工作就是很好的例子。23 
 
四、小泉首相對現今國際體系中權力和影響力的運作方式的看法 
 

                                                 
19 田中均、田原総一郎，〈小泉外交は『自主性』という構想改革〉，《国家と外交》，東京：講

談社，2005 年 11 月，頁 120－121。 
20 同上註，頁 121-123。 
21 Paul Midford, “Japan’s Response to Terror - Dispatching the SDF to the Arabian Sea,” Asian Survey, 
March/April 2003, p. 337. 
22 “第 159 回國會小泉內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04/1/19)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4/01/19sisei.html (accessed 2006/10/15) 
23 “第５９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小泉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  新しい時代に向けた新しい国連

（「国連新時代」）（仮訳）”(2004/9/21)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4/09/21speech.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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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日本沿襲戰後奠定的「吉田主義」，將安全問題交給美國，只維持

小規模的自衛武力（即自衛隊），全心致力於經濟領域的發展，而於 1970 年代晉

升七大工業國之一，成為國際經濟的重要支柱，堅強的經濟實力也成為日本實行

其外交政策時的重要基礎，受限於政治、軍事上的限制，日本開始於 1970 年代

末期提供戰略援助，即從戰略的角度來援助西方國家認為具有戰略價值的國家，

如土耳其，而 1992 年通過的《ODA 法案》中的援助四項「原則」更明確顯示日

本利用經濟力量作為外交工具的目的。1980 年代日本開始追求與其經濟力量相

符的政軍地位，隨著冷戰結束後，日本的此一目標也逐漸有所進展，1990 年代

日本對於週邊地區的緊張情勢與本國安全威脅的認知，都促使日本更加重視安

全、軍事領域的發展。 
 
如前所述，小泉首相在安全領域上被視為鷹派立場，自然相當重視軍力在國

際體系中的作用，而其在任內不斷突破法制上與實行上的限制，強化日本安保政

策，擴大日美同盟與自衛隊的活動範圍，提升自衛隊面對各種新型態的威脅時的

軍事能力，即為最明顯的證據，而軍事力量的運用除國家防衛之外，也延伸到海

外維和，強調自衛隊在海外維和任務中的「人的貢獻」，也是相同的道理，即相

信藉由自衛隊在國際安全領域上的貢獻能有助於日本爭取成為安理會常任理事

國，一舉提高日本在國際政治、安全上的地位。而對於發展核武的問題，過去在

曾遭受原子彈轟炸過的日本國內一直被視為禁忌，且在 1976 年日本曾宣布「非

核三原則」（即日本不擁有、不製造、不引進核子武器）24，並一直在國際上致

力於推動核武裁減與不擴散，小泉首相於 2002 年 6 月在眾議院接受質詢時也表

示，「（小泉）政府堅守『非核三原則』，往後的政府，無論是哪個政黨或哪個政

府，也都應將會繼續堅守『非核三原則』」25，雖然我們無法確知小泉首相對於

日本發展核武的真意，但依據官房長官安倍晉三與外相麻生太郎曾暗示若北韓確

實擁有核武，將不排除先制攻擊甚至發展核武的談話，26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小泉

首相至少並不反對可就日本是否發展核武進行討論，但可以確定的是，是否發展

核武已不再是日本國內的禁忌議題。27 
 
五、小泉首相對其身為首相角色與責任的認知  
 
雖然在傳統上日本首相並非一般在研究日本外交時會關注的焦點，然而，由

於 1990 年代以來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政府與選舉制度的改革，使得日本政府

                                                 
24 “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gensoku/nnp.html(accessed 
2006/8/29) 
25 “我が国が非核三原則を表明した最近の例等 — 衆・事態対処特委における小泉総理答弁” 
(2002/6/10)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ku/gensoku/hyoumei.html (accessed 2006/10/15) 
26 “日本核武器“懷胎八月＂ 朝鮮試射成其藉口”(2006/7/24)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7/24/content_4871616.htm 
(accessed 2005/10/15) 
27 Denny Roy,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Sino-Japanese Tensions,” Survival, Summer 2005,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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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決策模式逐漸由傳統的「由下而上」（Bottom-up）模式轉為「由上而下」

（Top-down）的模式，決策過程亦由過去的「權力分散」（decentralized）於政府

官僚各部門與自民黨各派閥轉為「權力集中」（centralized）於內閣官房長官與首

相，上述改變都使得日本首相在外交決策上的重要性大為提升，甚至出現了首相

「總統化」（presidentialization）的趨勢，28即具有一般總統制國家的政治特徵，

強調領袖的個人魅力，強調其地位是來自於國民的授權，而非僅因其為國會多數

黨領袖，29因而也使得小泉首相在外交決策中的個人權力與地位較傳統的日本首

相大為提升，出現了日本國際大學教授信田智人所稱的「官邸外交」現象，顧名

思義即「官邸主導外交」，也就是說外務省失去了其傳統上在制訂外交政策時的

主導地位，轉而由首相與官房長官掌握了日本外交政策制訂的主體性與主動性，

這個特色從之後小泉政府對於 911 事件與伊拉克戰爭的迅速因應中都可以明顯

看到，30這也使得研究小泉首相個人對日本外交的立場及各種發言成為研究小泉

時期日中關係的一個重點。 
 
2001 年小泉前所未有地打敗在自民黨內權力深厚並掌握最大派系的前首相

橋本龍太郎，成功當選自民黨總裁，從小泉獲勝時的得票分佈可知，這個「怪人」
31在自民黨內並不受歡迎，然而，相反地其所提出要打破派閥、打破老舊自民黨

的主張卻深深擄獲自民黨地方選民的支持，也因而獲得勝選。如上所述，小泉的

崛起來自於其矢言將改革自民黨、改革政府的大膽主張及其獨特的個人魅力，且

不同於以往的日本首相，小泉取得首相大位的結果是因其直接訴求基層民意，而

非自民黨內部派系合縱連橫、權力爭奪下的折衷產物，32因此，可以想見輿論在

其施行各項政策上所具有的影響力，而外交政策也不例外。小泉在勝選之初民意

支持度居然高達 80％上下，這在過去那些由「黑幕」33（kuromaku）中選出的日

本首相身上是幾乎看不到的，因此我們可以說小泉屬於日本政治中難得一見的訴

                                                 
28 Ellis S. Krauss and Benjamin Nyblade, “‘Presidentialization’ in Japan? The Prime Minister, Media 
and Elections in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pril 2005, p. 357. 
29 George F. Will, “The Legacy of Japan’s ‘Lion Heart’,”(2006/8/2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8/23/AR2006082301361.html (accessed 
2006/10/15) 
30 詳可參見：Tomohito Shinoda, “Koizumi’s Top-Down Leadership in the 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SAIS Review, Winter 2003, pp. 19-34. 與 Tomohito 
Shinoda, “Japan’s Top-Down Policy Process to Dispatch the SDP to Iraq,”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pril 2006, pp. 71-91. 
31 小泉在自民黨內一向特立獨行、獨來獨往，經常語出驚人，2001 年競選自民黨總裁時更提出

要摧毀自民黨（自民党をぶっ壊す）的主張，因而有「怪人」（変人）的封號，其當選後亦被稱

為「怪人首相」。粕谷一希，〈異能・小泉が演じた政治ドラマ〉，《世界週報》，2006 年 5 月 9日

～16 日，頁 18。 
32 J. Patrick Boyd and Richard J. Samuels, “Nine Lives?: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 Policy Studies No. 19, Washington: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5, p. 38. 
33 為日文「黒幕」（くろまく），即指在正是決策機制之外的非正式角色與組織，不論從社會的

層面或從決策者的層面來看，日本皆是重視人脈的國家，各種由地緣、血緣等各種關係所纏繞的

私下團體具結十分興盛，日本人即透過此建構個人信賴關係乃至於個人的利益分配體制，在日本

政府決策中也是如此。詳請參見：何思慎，〈理解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方法〉」，《擺盪在兩岸之間：

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台北：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88 年 6 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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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領袖魅力型（charisma）的領導人，此種領導人為了獲取並維持輿論的支持，

通常首先需要訴諸某些個人特質，如誠實、清廉，或如小泉的座右銘「無信不立」，

而其「無信不立」、「說到做到」的特質也在參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充分表露出來，

為了實踐其每年參拜靖國神社一次的決定，以及在 8 月 15 日終戰紀念日參拜的

競選諾言、選舉支票，小泉甘冒損害日中關係的危險，堅持「說到做到」，成功

在日本國民心中塑造出一個意志堅定的領導者形象。34 
 
但很諷刺的是，這種說到做到的堅持，在中國政府的眼中，卻是「言行不一」、

「一意孤行」，即小泉在訪中時曾發表演說表示對中國人民由衷的歉意，並強調

日本會反省並認真看待過去的歷史，之後每年在終戰紀念日也都會發表反省的談

話，但是在中方的眼中，這些發言對照小泉堅持每年參拜令中國相當感冒的靖國

神社的行為，簡直就是「言行不一」的表現，此外，這五年半來，小泉首相「一

意孤行」，無視於中國由上到下，從國家主席、外交部到新聞媒體、一般民眾，

不斷地規勸、告誡與要求，仍執意完成他每年參拜靖國神社的儀式，也無怪乎中

國對小泉首相的態度會從原本的期待，到失望，再到最後的已「完全不具期待」
35。然而，不論中國對小泉有多麼的失望，也無法改變小泉首相的「官邸外交」

在日本政府外交決策中的主導地位。 
 
 
 

第二節  小泉的對外政策 

 
日本双日綜合研究所副所長吉崎達彥曾在小泉政權執政五週年時直言，小泉

這五年來的外交政策與本質，總括來說就是四個字「日米基軸」（以日美關係為

基礎），這點從來沒變過，36小泉首相認為比起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日美關係有

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安全，任何政策都無法施行，而

日美同盟正是為日本的安全提供了保障。37也正因如此，我們在觀察小泉首相這

五年來的各種重要演說與談話時，也能發現，其一貫「以日美同盟為基礎」、「以

日美關係為優先」、「以不斷強化日美同盟為目標」的外交政策方向。而研究小泉

首相任內兩大重要外交文件《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與新《防衛計畫大綱》

亦可明顯看出以日美關係為其對外政策重中之重的傾向。 

                                                 
34 “Saraba, Mr. Koizumi”(2006/9/26) http://search.japantimes.co.jp/cgi-bin/ed20060926a1.html 
(accessed 2006/9/28) 
35 “唐家璇表示中日關係已對小泉不具期待”(2006/2/9)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9/n1217143.htm (accessed 2006/10/15) 
36 吉崎達彦，〈『思い切りの良さ』と『不精さ』が錯綜〉，《世界週報》，2006 年 5 月 9 日～16
日，頁 14－15。 
37 “小泉総理大臣年頭記者会見”(2006/1/4)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6/01/04press.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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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11 月作為首相諮詢機構的「對外關係工作小組」(対外関係タスクフ

ォース)38向小泉首相提交了一份名為《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的報告，此

份報告本身雖非官方文件，但參與成員均由小泉首相圈定，且首相、官房長官及

外相等政府要員也多次出席討論會議，使該報告本身具有濃厚的官方色彩，39可

視為小泉政府的第一份重要外交政策文件。 
 
《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中首先指出，現今的國際情勢有以下特點：

第一、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全球化：全球化帶來機會與威脅，過去西方先進國家是

世界經濟的中心，但隨著中國、印度與俄羅斯和東歐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世界經

濟舞台的競爭越來越激烈，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造成世界貧富差距越來越大，產

生經濟與社會問題；第二、軍事力量的顯著發展與強化：美國擁有史無前例的壓

倒性軍事力量，目前有能力向美國正面挑戰的國家尚未出現，主要國家間的傳統

戰爭雖不太可能發生，但擁有強大破壞性武器的游擊隊與恐怖份子卻相當危險，

而美國越來越朝向單邊主義的行動也令人擔心，而在日本周邊最主要的安保問題

是北韓核武危機，此外，中國軍事力的增強對日本而言也可能成為中長期的嚴重

威脅；第三、中國經濟的急速成長對世界造成重大影響：中國的經濟成果一方面

對世界經濟有正面意義，但另一方面，快速的變化以及對能源的需求激增將對日

本等亞洲各國造成影響。因此為了要適應當前的國際情勢，日本必須制訂明確的

外交戰略，而必須要按照真正的國家利益來制定外交戰略，而報告中將日本真正

的國家利益定義為：第一、維護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第二、維持自由貿易體系；

第三、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第四、積極促進人民交流與人才培育。40 
 
該報告隨後又深入指出，在日本週邊國際情勢方面，安保領域的首要問題即

為北韓核武問題，如果放任其繼續發展下去，受到影響最大的除了南韓之外就是

日本了。而中國軍力的增強則可能成為中長期的嚴重威脅。在經濟領域上，中國

經濟規模的急速膨脹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發展固然是好的，但另一

方面，其迅速的變化及對能源需求的急增也對日本等亞洲各國造成影響，有必要

對此進行充分的檢討與因應。在基本國家利益方面，其中第一點是繼續維持日本

的和平與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國家利益，日本的戰略縱深不足，也沒有與他國

進行軍備競賽的能力，想單獨與擁有核武的中國對抗是很困難的，因此強化與美

國之間的安保關係就成為自然的選擇。41 
另外，從小泉任內另一重大作為，即在日本安保領域的突破上，也可明顯看

出日美同盟居日本安保政策的中心地位。2004 年 12 月作為日本安保政策方針的

                                                 
38 該工作隊是在 2001 年 9 月成立，其任務為就外交問題向小泉首相提出建言，由內閣官房長官

擔任主席，並就日本長期的外交走向進行討論。 
39 晉林波，〈新世紀日本外交戰略的發展趨向〉，《國際問題研究》，2004 年第 4 期，頁 35。 
40 “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の報告書の手交”(2002/11/28)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photo/2002/11/28task.html (accessed 2006/10/15) 
41 Mike M. Mochizuki, “Strategic Thinking under Bush and Koizumi: Implicatio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Asia-Pacific Review, Vol.10, No.1, 2003, pp. 90-93. 



 22

新《防衛計畫大綱》42（以下簡稱新大綱）與次期《中期防衛力整備計畫(2005-2009
年度)》43（以下簡稱次期中期防）出爐，這次的新大綱是將 1995 年的《防衛大

綱》再次修正，相隔不到十年就對《防衛大綱》進行再修正，可見此為對日本冷

戰後時期安保政策的再調整，也是面對 911 事件後新的國際情勢與「新型態威脅」

的因應，而新大綱與次期中期防中提出的強化日美安保體制、加強日本在安保中

的角色、加強自衛隊的防衛力、建立飛彈防禦系統、參與區域安保相關組織、主

動積極參與國際維和行動等方針，也大部分都是小泉任內的主張或既行政策，因

此可視為小泉時期日本安保政策的集大成，也是往後兩年小泉任內安保政策的指

導方針，其重要性可見一般，故在此嘗試對此兩份文件的概要、特點與意義作分

析，並以日本安保政策的三個支柱－日美安保體制、適當的防衛力、安定的週邊

環境－來作為區分依據。 

 

一、 堅持日美安保 

 
日美安保對日本的安全，以及美軍對仍存在不透明、不可靠要素的亞太地區

的和平與安定是不可或缺的，而面對這樣不穩定的區域安全環境與受「新型態威

脅」影響的國際安全環境，日美將在全球及區域安全面上強化合作，這代表日本

在美國全球戰略中的合作，即將日美安保定位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是在與

美國合作的同時，也提升了日本在日美安保中的角色與任務，如配合 2005 年開

始的駐日美軍的改編，將朝向自衛隊與美軍共同分擔任務的方向發展。 
 
新大綱中表示，在日本週邊安全環境部分，俄羅斯遠東地區軍力大幅削減，

但仍有包括核武的大規模軍力存在，同時也要注意許多國家的軍事現代化，而朝

鮮半島和台灣海峽仍舊有不可預測、不確定之因素存在，在這樣的區域安全環境

之下，日美兩國以日美安保體制為基礎所建立的緊密合作關係，對日本的安全以

及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負有重要的責任。日美安保體制對確保日本安全是不可

或缺的，而且在此基礎上發展出來的緊密的日美合作關係，在預防及因應恐怖主

義及彈道飛彈等新的威脅及各種的事態上，也負有重要的國際任務，因此在新的

國際安全環境下，應提高日美戰略目標的共通性，並積極地與美國就日美任務分

擔及在日美軍軍力結構等安保相關事宜與美國進行戰略對話。而日本也將積極推

動相關政策，以促進日美情報交換、應對週邊事態等各種合作、飛彈防禦系統上

的合作、裝備與技術交流，以及與駐日美軍的配合，以進一步強化日美安保體制。 
 
而在次期中期防的方針中，第五項也寫到日美安保體制對確保日本安全是不

可或缺的，而美軍的駐紮對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是不可或缺的，在新的

                                                 
42 每日新聞，2004 年 12 月 11 日，12 版。 
43 “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１７年度～２１年度）について” 
http://www.jda.go.jp/j/defense/policy/17taikou/tyuuki.htm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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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環境下，日本應以日美安保為基礎，推行各種措施來進一步強化與美國的緊

密合作關係。而次期中期防的第五部分即為了強化日美安保體制而施行的措施，

共有六點，而從其中幾點也可以看出日美同盟國際化的安排：第一點是情報交

換、政策協議：強化日美就國際情勢進行情報交流及意見交換，同時持續與美國

就日美任務分擔、在日美軍軍力結構等安保政策有關的軍事準備進行全面的戰略

對話；而第六點就是強化日美兩國在全球化及區域安全方面的合作：日本將積極

的配合反恐戰爭與「防擴散安全計畫」（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PSI）等措

施以因應新威脅與各種事態，同時採取措施以使日美保持密切的聯繫。 
 
新大綱賦予了日美同盟極大的重要性，因而引發了一些關切，因為日美兩國

在安保政策上存在有很大的差異，日本受到「和平憲法」的限制，不能發動戰爭

及在海外用兵，但美國卻完全相反，而且美國小布希政府的單邊主義與日本主張

的國際合作原則也大相逕庭，因此要提高日美戰略目標的共通性有相當的困難。

不過新大綱卻暗示，將擱置這些差異以尋求日本在美國全球戰略中的合作角色，

甚至在美軍全球部署調整中也扮演合作角色。與美國的全球性合作將使日本持續

或擴大自衛隊在海外的部署政策，以作為對國際和平、穩定的積極貢獻，此外，

這種要求與美軍合作的政策也是造成決定鬆綁「武器輸出三原則」，允許飛彈防

禦系統相關零件出口至美國的一個主要因素。44而將與美國合作部署的飛彈防禦

系統列為優先預算恐怕也是基於同樣的理由。 
 
二、 擁有適當的防禦力 

 
由「基本防衛力」(保持自衛所需最小限度的防衛力)，轉變為應付「新型態

威脅」及各種事態，因此要有「多功能、有彈性、有效」的防衛力，而因為需要

應付各種安全威脅，使自衛隊有較大規模建軍的可能。45 
 
新大綱中顯示，面對新的安全環境，新大綱將繼承舊大綱的「基本防衛力」

原則中有效的部分，但為了因應「新型態威脅」及各種事態，因此今後自衛隊的

防衛力應具備順應性、機動性、靈活性與綜合性，且要以高科技與情報能力做後

盾。在有效因應新的威脅與各種事態方面，應具備依照事態特性來因應的順應性

與高機動性的部隊，並依照各種事態的特性與日本的地理特性來編排，以求能有

效因應新的威脅與各種事態。事態發生時應迅速且適當的採取行動。在實際因應

新的威脅及各種事態方面，新大綱中將之分為五種情況：A.因應彈道飛彈的攻

擊：為了因應彈道飛彈的威脅，應確立包括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等必要的體制，以

有效地因應彈道飛彈的攻擊，對於核武的威脅，將結合美國的核嚇阻力，做出適

當的因應；B.因應游擊隊及特殊部隊的攻擊：提高部隊的順應性與機動性，靈活

                                                 
44 “Shift in security policy”(2004/12/12) 
http://www.japantimes.co.jp/cgi-bin/geted.pl5?ed20041212a1.htm (accessed 2006/10/15) 
4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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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各種狀況，保持能夠有效對應該類事態的能力與體制；C.因應對各島嶼的侵

略：部隊要機動地展開行動或進行運輸，迅速的進行因應，保持能夠有效對應該

類事態的能力與體制；D.週邊海空領域的警戒與監視及處理侵入領空事件、因應

侵犯領海之武裝工作船：平時繼續對週邊海空領域進行監視，而對於侵犯領空事

件，應立即採取適當的措施，因此要維持戰鬥機部隊。面對航行在週邊海域的武

裝工作船及侵入領海的外國潛水艇應採取適當的對應，因此要備有護衛艦部隊；

E.大規模或特殊災害之因應：面對國內或區域的大規模或特殊災害等有關人的生

命財產安全的事態，應具備能進行災害救援的部隊。在防衛力方面，今後自衛隊

建設的重點為有二，第一是加強自衛隊的統合運用，使路、海、空自衛隊一體化，

為使自衛隊能迅速且有效的達成任務，故要強化自衛隊統合運用的體制，對既存

組織編排做修正，目的是提高自衛隊的效率。第二是加強情報蒐集、分析、評估

和共享的能力。除加強情報蒐集外，還應培養情報人才，進一步提高戰略情報分

析的能力，同時要建立安全的情報通信網路以及使有關部隊能及時共享情報。 
 
而在次期中期防中，其計畫方針的第一點即為有效因應新的威脅及各種事

態，並積極、主動地配合國際維和活動，在真正受到侵略時，不但要確保基本防

衛力，還要具備順應性、機動性、靈活性和綜合性的防衛力。此外，因強化日美

合作也提升了自衛隊的防衛力，如提升飛彈防禦系統之防禦力，同時進一步推動

日美在政策面、運用面與裝備、技術的合作與交流，以及主動與美國就在日美軍

的兵力結構進行協議。在有效率地因應新的威脅與各種事態上則有較具體的規

劃：A.因應彈道飛彈的攻擊：為補充飛彈防禦的機能，將持續提升神盾艦系統搭

載護衛艦及愛國者三型飛彈系統的防禦力，而 2008 年以後的防禦力提升方式則

還要與美國一起研討；B.因應游擊隊及特殊部隊的攻擊：配備新的輕裝甲機動

車、多功能直昇機、戰鬥用直昇機等；C.因應對各島嶼的侵略：為提高運輸與展

開的能力，有效對應侵略各島嶼之行為，將配備新的空中加油機、戰鬥機、輸送

機等，新型輸送機可迅速進行海外派遣，空中加油機則可強化應付侵略東海各島

的能力；D.週邊海空領域的警戒與監視及處理侵入領空事件、因應侵犯領海之武

裝工作船：將裝備直昇機搭載護衛艦、偵查直昇機、早期警戒機等；E.大規模及

特殊災害之因應：提升災害派遣能力。在防衛力方面，為了建立「多功能、有彈

性、有效」的防衛力，因此今後的重點在於強化陸、海、空自衛隊的統合運用及

強化情報機能，在強化統合運用方面，將成立聯合參謀組織作為組織體制、教育

訓練和情報通信等各領域的統合運用基礎，並在陸上自衛隊中新設置「中央應變

集團」，可將機動部門與專業部門結合做統一管理、運用，以提高自衛隊的統合

管理及快速反應能力。在強化情報機能方面，早期察知各種事態的徵兆，進行迅

速且正確的情報蒐集、分析與共享。 

 

1995 年的舊大綱是爲適應冷戰後國際形勢變化而進行修改的，其中保留了

1976 年舊大綱規定的「基本防衛力量」原則，同時把自衛隊的主要職能由抵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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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擴大爲保衛日本、應付大規模災害以及爲國際和平做出貢獻。而此次新大綱

則提出，日本面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彈道飛彈的擴散及恐怖主義等新的威脅，

因此要調整「基本防衛力量」原則，建立「多功能、有彈性、有效」的防衛力。

新大綱的特徵為因應「新型態威脅」與各種事態，為處理這些新的威脅與事態，

新大綱要求修改傳統限制日本防衛力的「基本防衛力」原則，因為傳統的「基本

防衛力」原則已無法應付各種軍事威脅，而這也引發了一些關切，因為新大綱顯

示日本有意願來應付各種安全威脅，這也使其有較大規模建軍的可能，未來十

年，日本的安保政策可能將在新大綱下的指導下出現顯著的改變。 
 
三、 確保週邊環境的穩定 

 

簡單來說，有和平與安定的區域和國際才有日本的和平與安定。在亞太地區

方面，北韓為區域重大不穩定因素，對中國更必須關注其今後的動向。在國際環

境方面，將「改善國際安全環境」與「國土防衛」並列為日本安保的目標，而持

續或擴大自衛隊海外的行動是作為日本對國際和平穩定的積極貢獻，國際維和行

動由原本自衛隊的「附帶任務」提升為自衛隊的「基本任務」46。 

 

在新大綱中提到，北韓除進行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彈道飛彈的開發、部署與

擴散等行動外，也保有大規模的特殊部隊，成為影響區域安全重大且主要的不穩

定因素，並成為國際反擴散工作中的嚴重問題。對東北亞區域安全也有很大影響

力的還有中國，中國擁有核武及彈道飛彈的作戰能力並進行海空軍的軍事現代

化，同時也擴大其海洋的活動範圍，今後也必須關注其動向。在與國際社會的合

作方面，為改善國際安全環境以有助於確保日本的安全與繁榮，要積極推動各種

外交活動，包括戰略性地靈活運用 ODA，而地區糾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

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威脅到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定的問題，也是與日本的和平與

安全有密切相關的問題，因此把國際維和行動當作外交的一部分，將主動、積極

地來進行，尤其是從中東到東亞所經區域，一向與日本的經濟密不可分，是通往

日本的海上交通要道，此些區域的安定，對於大半資源與能源都仰賴國外進口的

日本而言非常重要。因此，將推動與各相關國家在共同安全課題的合作，努力使

區域維持穩定。為使國際社會能有效處理 21 世紀的新課題，應對聯合國進行改

革，使聯合國更有效用、更可靠，日本將積極在此問題上來配合。在亞太地區方

面，如東協區域論壇等有關區域安保的多國組織，及各國一起努力來處理反恐與

海盜等共同的議題，日本也會繼續推動這些活動，並結合與美國的合作，共同構

築一個穩定的安全環境，發揮適當的任務。在改善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日本將積

極、主動的來參與國際維和行動，另一方面，平常推動各種雙邊或多邊的演習等

安全對話與防衛交流，並與聯合國等國際組織就軍備管制、裁軍等領域進行合

                                                 
46 “解析日本新《防衛計畫大綱》”(2004/12/14) 
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4/35488/3052974.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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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積極推動有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定的活動。而次期中期防也提及要積極

主動配合國際維和行動：第一是適當配合國際維和行動：為迅速派遣或繼續參與

國際維和行動，將設置「國際活動教育隊」，平時教育其他部隊，有派遣任務時，

作為第一批派遣至當地的核心，第二是充實與各國的安保對話、國防交流與共同

訓練等：積極推動各層級的持續交流、配合 PSI 等活動及救難搜尋等相關共同

訓練、推動雙邊或多邊間的安保對話與防衛交流等、持續在軍備管理與裁軍領域

和聯合國等國際組織合作。 
 
新大綱依舊將北韓視為區域安全的重大不穩定因素之外，還罕見的指出必須

關注中國的核武、彈道飛彈、國防現代化與海洋活動等動向。這是首次在《防衛

計劃大綱》中對一國表示擔心，47引發了許多關注，也顯示日本將中國視為區域

最大的潛在威脅的此一看法。48另外，在 1995 年的舊大綱中，國際維和行動被

列爲自衛隊三項任務中的第三項，在之後的《自衛隊法》修正案中，也將國際維

和行動列爲自衛隊的附屬性任務，而新大綱則把國際維和行動提升爲自衛隊的基

本任務。新大綱強調自衛隊要主動、積極地參與國際維和行動，也就是說，在國

際安全事務中發揮作用將成爲自衛隊的主要任務。另外，日本安保政策有兩個目

標，第一為防止日本遭受直接威脅，而一但發生威脅時，應盡快排除並使傷害減

到最小，第二為改善國際的安全環境，使日本不會受到威脅。上述日本安保政策

目標的制定和自衛隊基本任務的調整，已經改變了日本「專守防衛」的被動防衛

性質。49  
 
 
 

第三節  小泉的對中政策 

 
小泉上臺後立即面對的就是受教科書和李登輝赴日就醫事件損害的日中關

係，他延續其競選時的政見，在外交安全方面，以日美友好關係為基礎，謀求與

鄰國加強友好關係和改善關係。50 
 
4 月 26 日小泉在就任首相的演說中表示，51在外交方面要以日美關係為基

                                                 
47 每日新聞，2004 年 12 月 10 日，4 版。 
48 讀賣新聞，2004 年 12 月 11 日，14 版。 
49 “解析日本新《防衛計畫大綱》”(2004/12/14) 
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4/35488/3052974.html (accessed 2006/10/15) 
50 “候補者情報小泉純一郎所見”‘自民党が挑むべき「５つの基本方針」’【３】２１世紀

の外交・安全保障：日米友好関係を外交・安全保障の基軸としつつ、近隣諸国との友好関係と

関係改善を図る。”http://www.jimin.jp/jimin/main/touJ.html (accessed 2005/2/20) 
51 “內閣総理大臣談話”(2001/4/26)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426danwa.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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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與中國、南韓、俄羅斯等亞洲鄰國建立良好的關係，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

榮做出貢獻。4 月 27 日小泉在就任首相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中也表示，52為了日本

戰後的和平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反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他認為日本捲入

戰爭是因為孤立於國際社會，故為使日本不再次發動戰爭，最重要的就是不要再

次孤立於國際社會，也就是要重視國際合作。因此今後日本外交要以日美關係為

基礎，以日美友好、日美合作為基礎，構築與世界各國的合作體制，尤其是與中

國、南韓、俄羅斯等鄰國的友好關係也非常重要。對亞洲外交方面，強調與鄰國

改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與中國、南韓的教科書問題及與中國的李登輝赴日問題

等許多爭論，面對這些爭論，重要的是應採取一個相互理解的態度，雙方應理解

彼此的立場，日本應努力使他國瞭解日本的立場，同時也要試著揣測對方的立

場，以此努力改善關係。 
 
對於日中關係，5 月 7 日小泉在就任後的國會施政演說中也再次強調，53在

21 世紀的外交安全方面，要以日美同盟為基礎，與週邊國家維持、發展友好關

係。日中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兩國關係之一。透過今年（2001 年）在上海舉辦

APEC 領袖高峰會的機會，日本期待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更有建設性的作用，

並希望繼續加強兩國的合作關係。從小泉上述的言論中可發現，他重複提出「以

日美關係為基礎，與鄰國改善關係及維持、發展友好關係」，可視為其外交政策

的中心，此外他又特別提及「日中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兩國關係之一」，顯見小

泉似乎相當重視日中關係，並認知到改善日中關係的重要性。中方對此雖表讚

賞，但因其對小泉競選時有關參拜靖國神社的言論非常擔憂，故仍強調不僅聽其

言也要「觀其行」。54小泉在就任後面對陷入僵局的日中關係，釋出了善意、表

達了改善關係的意願，還啟用了「親中」的田中真紀子為外相，試圖改善日中關

係，55她上任後立即致電中國外長唐家璇表示，「發放簽證給李登輝是森喜朗首

相下臺前的匆促行為」，又說「教科書問題破壞日本與鄰國的關係，令人痛惜」。

再加上其父即為完成日中建交的田中角榮，給中國很好的印象。56 
 
然而，小泉一方面說他重視並期望改善日中關係，但另一方面，他在競選時

及就任後有關教科書和參拜靖國神社的許多談話，卻又引起中國的關注或抗議。

整體而言，雙方關係仍陷低潮。 
 

                                                 
52 “小泉內閣総理大臣記者會見”(2001/4/2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427kisyakaiken.html (accessed 2006/10/15) 
53 “第百五十一回國會小泉內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1/5/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507syosin.html (accessed 2006/10/15) 
54 杜作義、楊瑞祥，〈且看小泉純一郎如何動作〉，《政工學刊》，2001 年第 7 期，頁 46。 
55 “小泉擬啟用田中真紀子緩和中日關係”(2001/4/26) 
http://www.ok960.com/news/2001/04/26/news115052.html (accessed 2006/10/15) 
56 黃彬華，“田中真紀子為何被指‘親中反美’”(2002/4/10) http://www.mlcool.com/info/if001054.htm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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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競選期間，小泉曾說過憲法第九條的規定荒謬，應加以修改；57對教

科書事件，他認為日本與其他國家在審核教科書的制度不同，中國、南韓雖有批

評日本審核通過的教科書的自由，但日本可不必為此感到困惑；58對李登輝赴日

就醫之事，他也表示若基於人道理由應加以同意；59對參拜靖國神社一事，他在

回答記者提出若成為首相後是否會於 8 月 15 日(終戰紀念日)以首相身分進行正

式參拜的問題時，又說身為一個政治家，對那些為日本而戰而犧牲寶貴性命的戰

死者們，理當向他們的貢獻表達誠摯的敬意與感謝。如果成為首相，無論受到怎

樣的批判，也一定要在 8 月 15 日當天去參拜。604 月 24 日小泉在其當選自民黨

總裁後的第一場記者會中又表示，自衛隊不是軍隊是不正常的，有人認為自衛隊

成為軍隊違反憲法，這是不可思議的。61每個國家都需要自己的軍隊以抵抗侵

略，因此未來將修改憲法承認自衛隊為正式軍隊，為自衛隊正名為國軍。上述發

言都引起中國的注意，外交部發言人更針對參拜靖國神社之事做出回應：「中國

向來反對日本政治人物參拜靖國神社，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他們能否更看

清楚過去日本軍隊的侵略歷史。日本必須真誠反省過去，採取具體行動，才能贏

得亞洲人民的信任。」中方並呼籲小泉應努力修復雙方緊繃的關係。62 
 
而小泉在就任首相之後，依然延續其競選時的立場，同樣做出許多相關的發

言，例如 4 月 27 日在就任首相後的記者會中，有關修憲和自衛隊方面，他表示

以自衛隊不是軍隊的前提來進行任何事，都會產生許多不自然的問題，從國家安

全的觀點來看，對日本人來說，遭受他國侵略時，能表現出戰鬥、抵抗的決心的

就是自衛隊，也就是軍隊，因此使自衛隊成為軍隊是違憲的說法，對自衛隊是很

失禮的，大家也不應一聽到修正憲法第九條，就應隨便將其貼上鷹派、右翼的標

籤。有關集體自衛權方面，他表示當美軍受攻擊時，日本不可能什麼都不做，因

此雖會尊重現在的（憲法）解釋，但今後也有必要對所有情勢進行研究，這並非

要儘快改變（憲法）解釋，而是有慎重、深思研究的餘地。關於有事法制，小泉

強調要「居安思危」，平時就要考慮到一旦有事的時候該怎麼辦，研究有事時該

採取什麼方式應對是很重要的，至於何時能提出法案則是今後的課題。63上述談

話再度引起中國的關注，中方對小泉有意修改「和平憲法」、為自衛隊正名的作

為表示擔憂，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再生的言論也紛紛出現。 

                                                 
57 “小泉真的要走軍國主義路線嗎”(2001/4/25) http://www.epochtimes.com/gb/1/4/25/n80862.htm 
(accessed 2006/10/15) 
58 “共同記者會見全文”(2001/4/12) http://www.jimin.jp/jimin/main/touJ.html (accessed 2006/10/15) 
59 “媒體力挺李登輝，日本政界壓力不小”(2001/4/16) 
http://www.epochtimes.com/gb/1/4/16/n77428.htm (accessed 2006/10/15) 
60 “日本記者クラブ主催公開討論会”‘第２部代表質問’(2001/4/18) 
http://www.jimin.jp/jimin/main/touJ.html (accessed 2005/2/20) 
61 杜作義、楊瑞祥，頁 45。 
62 “小泉純一郎擬修改非戰憲法、參拜靖國神社”(2001/4/24) 
http://www.epochtimes.com/gb/1/4/24/n80296.htm (accessed 2006/10/15) 
63 “小泉內閣総理大臣記者會見”(2001/4/2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427kisyakaiken.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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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後小泉又在上述問題上放低姿態，5 月 7 日小泉在就任後的國會施政演

說中並未提及憲法、自衛隊正名、集體自衛權和參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在談及外

交國防政策時，也只說日本要以日美同盟為基礎，與鄰國改善關係，並再次強調

日中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要加強日中的合作，最多就只有在有事

法制問題上表示會對執政黨提出的意見進行討論。645 月 9 日小泉在國會答辯中

也技巧性地處理這些敏感問題。65對教科書問題，他表示努力與中國、南韓發展

友好合作關係是重要的，現在正想辦法使這個問題能在不損害到兩國友好關係的

情況下圓滿解決。對參拜靖國神社問題，他表示在綜合地考慮到國內國民、遺族

和鄰近各國國民感情等各種情況後，將慎重、自主地討論後決定，而個人認為今

天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有賴於那些犧牲自己性命的戰死者們，在這種犧牲下才有今

天的日本，自己對這些戰死者懷著誠摯的敬意與感謝，因此將以個人身分去參

拜。對集體自衛權問題，表示考慮到憲法上不被允許的情況，對改變過去政府的

解釋必須非常慎重，但可以從各個角度進行廣泛地討論。對日中關係，認為日中

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兩國關係之一，現在日中間發生了幾個問題，希望能促進瞭

解彼此的立場，努力改善兩國關係。 
 
但中國方面對此仍有疑慮，有人認為小泉只是把原來的強硬態度做了模糊化

處理，給人立場弱化的印象，但恐怕還是出於影響和策略的考量，而非政治立場、

觀點的轉變。66的確，比較小泉競選時、剛當選後以及一個月後的施政報告後，

我們不難發現小泉似乎有將立場放軟，發言也較為謹慎，不過再對照他之後任期

中所推行的政策與行動，就可以瞭解到其實他本質的思想與信念並未改變，他只

是策略性的放低姿態，希望避免與鄰國正面衝突、使關係更加惡化罷了，而之後

小泉連年參拜靖國神社、審定通過右翼團體編寫的歷史教科書、二度發放簽證給

李登輝前總統、持續加強日美同盟與日本軍力、利用 911 事件和伊拉克戰爭在軍

事安全領域上不斷突破，使自衛隊得以突破海外行動的部分限制等等各種舉動也

都證實了中方的懷疑。 
 
2002 年 11 月在「對外關係工作小組」提出的《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

的報告中，除了在本文的各區域課題部分有提及中國之外，甚至還有一份名為「如

何面對中國」的附件，顯見如何應對中國已經成為 21 世紀初日本對外關係中最

重要的課題，也可看作是在小泉時期日本調整其對中外交戰略的起步，67而觀察

其後小泉在任內時在處理對中關係的作為，亦都符合此份報告中的建議。 
 

                                                 
64 “第百五十一回國會小泉內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1/5/7)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1/0507syosin.html (accessed 2006/10/15) 
65 “国務大臣の演説に対する質疑” (2001/5/9) 
http://www.shugiin.go.jp/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5120010509028.htm?OpenDocumen
t (accessed 2006/10/15) 
66 趙大為，〈日本新內閣的政策走向〉，《國際問題研究》，2001 年第 4 期，頁 36-37。 
67 晉林波，頁 35;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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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週邊的國際情勢方面，該報告指出，安保領域的首要問題即為北韓核

武問題，如果放任其繼續發展下去，受到影響最大的除了南韓之外就是日本了。

而中國軍力的增強則可能成為中長期的嚴重威脅。在經濟領域上，中國經濟規模

的急速膨脹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發展固然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其

迅速的變化及對能源需求的急增也對日本等亞洲各國造成影響，有必要對此進行

充分的檢討與因應。在基本國家利益方面，其中第一點是繼續維持日本的和平與

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國家利益，日本的戰略縱深不足，也沒有與他國進行軍備

競賽的能力，想單獨與擁有核武的中國對抗是很困難的，因此強化與美國之間的

安保關係就成為自然的選擇。 
 
在各區域課題中的中國部分，今後的日中關係，一方面是協調與共存，另一

方面則是競爭與摩擦，這兩個相反的因素將共進發展，合作方面在於對中國的投

資、ODA 及部分國際事務上；摩擦方面則在中國軍事威脅的增加、經貿糾紛以

及部分的政治問題。在經濟上，不將中國視為威脅，而是一個良機，雙方應截長

補短、探詢共榮之道。在安全方面，中國軍力的增強對日本及亞洲鄰國可能成為

嚴重的威脅，尤其是最近中國海軍在日本週邊的活動，給日本人民造成不安，而

對於中國不斷增加的軍事預算，政府應要求中國提升軍事預算的透明度。在歷史

問題方面，兩國應記取歷史教訓，擺脫歷史的束縛、開創未來，並將此種觀念好

好教育給下一代，另外還要增進中國對日本的理解，近來年輕一代的中國人所具

有的反日情節與中國的教育情況有關，應就此與中國政府進行協商。而在日台關

係方面，自從日中建交以來，日台關係一直在日中共同聲明的架構中運行，但因

台灣方面自 1972 年以來發生了三項重大變化：1.降下反攻大陸的旗幟，2.完成民

主化，3.加入 APEC、WTO 等國際性組織，因此造成中台關係發生變化，而日台

關係也自然有變化，今後應加強與台灣的實務關係。對於中台關係，日本一向要

求台海兩岸應透過對話和平解決。 
 
除了上述《21 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略》之外，小泉首相在任內並沒有提出

其他更明確、更完整的對中政策與戰略，日本慶應大學教授添谷芳秀曾批評小泉

政府的外交政策缺乏戰略性，主張應將對中政策納入建構日本長期外交戰略的重

要一環，68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 2005 年接受媒體訪談時，亦直言小泉政府

在面對中方積極向外發展的態勢時，可說是完全沒有因應的對中戰略。69而對於

在小泉執政期間持續成為焦點的歷史問題，面臨中國不斷地打歷史牌，小泉除仍

堅持繼續參拜靖國神社之外，亦未能提出有效的對應政策，首相週邊人士與自民

黨內部都認為，小泉首相若停止參拜，會給人屈就於中國壓力的印象，70如此將

會使小泉失去自民黨內保守派、右派以及那些不滿中國一直不停揭日本歷史瘡疤

                                                 
68 日本經濟新聞，2005 年 11 月 28 日，12 版。 
69 中曽根康弘，〈小泉君、外交からポピュリズムを排除しなさい〉，《中央公論》，2005 年 8 月，

頁 45。 
70 朝日新聞，2004 年 12 月 3 日，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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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者，71朝日新聞主編 Wakamiya Yoshibumi（若宮啟文）則認為，小泉參拜

的目的只是要向日本人民炫耀他有堅強的決心。72然而，另一方面，每日新聞特

別顧問岩見隆夫則稱之為「頑固主義」，認為小泉只是一味地堅持參拜，卻未考

慮到他國的立場，造成其對中政策的失敗，73京都大學教授中西寬亦指出，由於

小泉不願給日本民眾有政府「屈服於外國（中國）干涉」的印象，到最後變得不

得不拜，反而使其對中政策自主性受到限制，74這不但呼應上述對於小泉政府對

中政策的批判，從小泉首相直到卸任前一直都無法改善日中關係的結果亦可獲得

證明。 
 
 
 

第四節 小結 

 
在小泉的國際觀及其對外政策特徵部份，從其在位時的施政報告、政策方針

與外交文件中可以發現，小泉首相基本上仍是現實主義的擁護者，重視國際體系

中的權力關係，面臨中國的崛起，以政治上爭取成為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

經濟上與東協洽談自由貿易協定以及軍事上強化日美同盟合作來進行權力平

衡。而其終極目標即希望日本成為全球性的大國，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積極主動的

角色，甚至成為體系的建構者之一，晉升成為體系中舉足輕重的一極，為達此目

的，日本除必須善用其日漸復甦的經濟力量之外，亦需透過爭取成為聯合國安理

會常任理事國與逐步邁向正常國家，以提升其政軍權力。不同於日本傳統的執政

者，小泉特別重視軍事力量作為國際體系中權力與影響力運作方式的分量，具體

表現在其任內不斷強化日美同盟、提升自衛隊軍力、將海外維和行動提升為自衛

隊基本任務等政策。此外，小泉首相也展現了不同於傳統的新外交決策模式，對

內以高民意支持率為基礎，提升首相在決策中的權力與主導地位，展現「官邸外

交」，對外則利用民意與民族主義，以對外強硬態度提升支持率，並強調日本在

國際上的外交主動性與自主性。 
 
在小泉的對外政策部份，仍延續吉田主義以日美關係為外交政策為基軸，從

其任內推行之政策處處可見「以日美同盟為基礎」、「以日美關係為優先」、「以不

斷強化日美同盟為目標」的一貫外交政策方向，其理由即《21 世紀日本外交基

本戰略》報告中所特別強調的要按照國家利益來制定外交戰略，其中該報告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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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將安全列為最重要的國家利益，而小泉首相在任內也確實特別重視日本的安保

政策及日本安保三支柱，即堅持日美安保、擁有適當防禦力以及確保周邊環境的

穩定。在對中政策部份，小泉首相曾多次強調，在經濟方面中國的堀起並非威脅

而是機會，但另一方面，在安全方面則相當關注中國的軍費透明度、軍事現代化

與中國海軍在日本周圍海域的活動，甚至在 2004 年新修訂完成的《防衛大綱》

中首次對中國的軍事動向發出警戒感，顯示日本已將中國視為區域最大的潛在威

脅，面對此安全顧慮，小泉政策之對策即以積極加強日美同盟合作來對抗可能的

中國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