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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泉時期日中關係的發展 

 
本章主旨在剖析日本首相小泉執政時期日中關係的變遷，擬以事件發生先後

為序介紹自 2001 年 4 月小泉首相上台後日中關係的來龍去脈，特別集中於討論

國際環境的變遷對日中關係的衝擊，但亦同時分析影響日中雙邊關係的一些兩國

國內的重大事件。一般而言，小泉首相在位期間所發生對日本外交政策與日中關

係有重大影響的國際事件可歸納為四：2001 年 9 月的 911 事件、2002 年 10 月的

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2003 年 3 月的伊拉克戰爭以及 2005 年 12 月的東亞高峰

會，將分四階段依序深入探討，首先簡述此四項重大國際事件的背景與發展經

過，繼而析論此四項重大國際事件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響及對日中關係的衝擊。

除了國際環境因素之外，本章中也將在各個階段中論及同時期發生的一些影響雙

邊關係的重要事件與問題及其對日中關係所造成的影響以及這些衝擊又如何波

及日本外交政策的行為。 
 
 
 

第一節  911 事件 

 
2001 年 911 事件震驚全球，事件發生後，日本一反常態地做出了迅速且積

極的因應，小泉首相立即向美國小布希總統表達慰問之意，日本政府也迅速宣佈

會堅定支持小布希的反恐戰爭。1隔（12）日小泉首相便召開記者會發表三點聲

明：一、譴責恐怖份子的卑劣暴行，認為這不只是對美國而是對整個民主社會的

重大挑戰；二、表明對美國的強力支持，決定提供一切必要的援助與合作；三、

將召開安全保障會議決定六項因應方針：掌握日本國民之安危相關情勢、討論派

遣國際緊急援助隊並確立應變體系、強化日本國內美國相關設施的警備、向國內

民眾提供適當的情報、與有關國家合作對應國際恐怖主義等六項因應方針。2為

了表示對美國反恐立場的堅定支持，小泉政府又迅速於 1 星期後（19 日）發表

了三點「基本方針」與「七項措施」，作為日本政府因應的指導方針，詳細內容

如下，三點「基本方針」為：一、將反恐視為日本自身的安全問題來主動應對；

二、對身為盟國的美國表示強力支持，將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團結一致採取

行動；三、為向國內外展示日本堅定的決心，將採取具體且有效的措施，迅速且

全面地加以因應。「七項措施」為：1. 迅速採取必要措施以派遣自衛隊進行對美

軍的醫療、運輸、補給等支援行動；2. 迅速加強美軍在日的設施、地區以及國

內重要設施的警備；3. 迅速派遣自衛隊艦艇進行情報蒐集；4. 加強出入境管理

                                                 
1 Edward J. Lincoln, “Japan In 2001: A Depressing Year,” Asian Survey, January/February 2002, pp. 
76-78.  
2 谷內正太郎，〈九‧一一テロ攻撃の経緯と日本の対応〉，《国際問題》，2002 年 2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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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報交換等國際合作；5. 對週邊及相關國家進行必要的人道、經濟支援；6. 出

現難民時，不排除派遣自衛隊進行人道支援；7. 為使世界及日本的經濟體系不

陷入混亂，將與各國協調，因應情況採取適當措施。3之後小泉政府便依照上述

「七項措施」來採取因應行動，根據第一項迅速於 1 個多月後（10 月 29 日）通

過了《反恐特別措施法》，此法的目的在於使日本在配合國際社會反恐上能有積

極主動的貢獻，包括自衛隊可支援各國軍隊的運輸和補給等行動、搜尋及救助傷

者，以及對因恐怖攻擊而受害的災民進行生活物資運送等救援行動。日本基於此

法可派遣自衛隊支援美軍在阿富汗反恐作戰的後勤工作，而 11 月 9 日日本便以

情報蒐集、調查研究之名義，首度派遣海上自衛隊護衛艦至印度洋域， 11 月 25
日再度派艦至印度洋後勤支援美軍的反恐戰爭。4 

 
911 事件除了使日本得以在安保領域做出突破，朝向「正常國家」更邁進一

步之外，也有其政治上的考量，日本政府一直積極希望能對整個國際社會做出「可

見的」貢獻，而不只是對美國，一個外交部官員便說道：「日本應該支持美國，

不是因為美國是我們的盟邦，而是因為這樣可以讓世界知道日本堅定反對恐怖主

義的立場。」5其實，此舉的真正目的就是提高日本的國際能見度，為日本爭取

成為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鋪路。 
 
面對 911 事件後日本一連串迅速且突破性的行動，因其打著反恐之名，中國

外交部僅能含蓄表示，「由於歷史的原因，日本在軍事領域發揮作用問題十分敏

感，希望日方慎重行事，…，日本在軍事方面採取的做法，應該考慮到歷史原因，

考慮到亞洲各受害國人民的感情」6，但其話裡已充滿了對日本軍事動向的憂慮。

實際上，中國已對日本的行動越來越警戒，並認為 911 事件是日本政府以配合美

國反恐為由，不動聲色地加快了走向政治、軍事大國的步伐，7加上美國小布希

政府的一臂之力，使得日本自衛隊在脫離「專守防衛」的路上越走越遠，這不能

不引起曾經身受其侵略之害的亞洲各國的擔憂，從而將給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和

穩定造成了負面的影響。8 
 
2001 年 10 月小泉就任首相後首度訪中，在參觀蘆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紀念館後，對因侵略而犧牲的中國人民由衷地表示道歉及哀悼，強調會反省並認

                                                 
3 谷內正太郎，頁 5。 
4 “2002 年版外交青書” ‘第 1章＞2.＞(3)日本の取組＇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gaikou/html/honpen/chap01_02_03.html (accessed 
2006/10/15)  
5 Hugo Dobson, “Post-UNTAC Operations,” Japan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New Pressures, 
New Responses, London : RoutledgeCurzon, 2003, p. 130. 
6 “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在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2001/10/30)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9418.htm (accessed 2006/10/15) 
7 劉建飛、林曉光，〈“911”事件對中美日關係的影響〉，《21 世紀初期的中美日戰略關係》，北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年 10 月，頁 466。 
8 張春燕，〈美日安全關係的變化及走勢〉，《現代國際關係》，2002 年第 9 期，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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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看待過去的歷史，不會再次發動戰爭，也希望 21 世紀能與中國發展如日美般

的友好關係，身為首相未來將盡全力推動日中友好。9江澤民則「對小泉首相抱

著改善中日關係的願望來訪華表示歡迎」，強調「如何對待歷史是中日關係的政

治基礎」，並提出靖國神社與教科書問題，也希望「藉明（2002）年中日邦交正

常化 30 週年的機會，進一步增進兩國人民的相互理解和友好感情」。10而朱鎔基

總理也在會面中提出歷史問題，希望日方在此問題上能夠採取正確的態度，另外

就反恐問題交換意見，並闡述中方的原則立場，表示鑒於歷史的原因，亞洲人民

對日本的軍事動向十分關切，日本在海外使用軍事力量應慎重行事。11此次小泉

訪中雖因阿富汗戰爭而縮短行程，但卻表現出日本對日中關係的重視。總體而言

有助於緩和日中緊張關係。12隨後，在同（10）月的上海 APEC 的日中領袖會議

及 11 月的東協加三會議的日中韓三國領袖會議中，日中雙方又協議在文化、政

治、經貿、能源等各領域以及反恐、環境、傳染病等跨國問題上進行合作。911
事件使得反恐似成為兩國可討論合作的共同議題，然而雙邊關係卻出現了一些摩

擦。 
 
2001 年 12 月發生了東海可疑船事件。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在東海命令一

可疑船隻停船檢查，該船卻加速逃逸並開火，日方亦開火還擊，該船沉沒在中國

專屬經濟區。中國方面對此事十分關注，表示中日在東海海域專屬經濟區和大陸

架的界線尚未劃定，但沉船事件的地點在雙方主張重疊海域之外的中方一側。中

國對日方在追擊可疑船隻過程中使用武力，以及該船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沉沒的

事件表示嚴重關切，中國要求日方進一步通報有關情況，希望日方在處理這一事

件的過程中應該充分尊重中方的權益和關切。13日本隨後就打撈船隻一事與中方

交涉，並於隔（2002）年 4 月博鰲論壇中，雙方同意以對話解決，在多次磋商後

終於 6 月達成協議。14 
 
然而 2002 年 5 月卻發生了瀋陽總領事館事件。中國武警進入日本駐中領事

館將兩名闖入尋求庇護的北韓人帶出，卻引發日中間的外交糾紛，雙方對事件經

                                                 
9 “中国人民抗日戦争記念館訪問後の小泉総理の発言”(2001/10/8)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china0110/hatsugen.html (accessed 2006/10/15) 
10 “江澤民主席會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2001/10/8)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281/1291/1294/t5835.htm (accessed 2006/10/15) 
11 “朱鎔基總理會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2001/10/8)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281/1291/1294/t5834.htm (accessed 2006/10/15) 
12 “小泉内閣総理大臣の中国訪問（概要と評価）” (2001/10/8)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china0110/gh.html 
13 “發言人就日在東海中國專屬經濟區內擊沉不明國籍船隻答記者問” (2001/12/25)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gjlb/1281/1296/1299/t5921.htm (accessed 2006/10/15) 
14 6 月 18 日雙方針對打撈船隻一事進行口頭上的意見交換，並於翌(19)日在泰國舉行的日中外

相會談中確認此案。詳請參見：“2003 年版外交青書” ‘第 2章＞第 1節＞2.中国とその近隣諸国・

地域＇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3/gaikou/html/honpen/chap02_01_02.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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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各說各話。15日方表示，中國武警未經同意逕行進入使館將兩名北韓人帶走，

是侵犯日本的治外法權；中方則表示，武警是在得到使館官員的許可後才進入使

館將兩名男子帶出。16兩個星期後雙方達成協議，讓尋求庇護的北韓人經由菲律

賓抵達南韓，但對於事件的經過至今仍沒有共識，此事反映兩國間的溝通不良。 
 
自 2001 年 911 事件以來，中國對於日本在軍事上的積極行動越來越擔憂，

然而另一方面自 2001 年 10 月小泉訪中以後，雙方關係似乎漸入佳境，在經貿、

跨國問題，甚至在打撈東海可疑船隻問題上都有合作，而瀋陽總領事館事件雖反

應兩國的溝通問題，但此事件促使雙方討論如何增進緊急事件發生時的溝通管

道，兩國外相也在 2002 年 7 月同意開啟領事諮詢合作，避免類似事件再度發生，

然而此事件仍顯露出兩國關係的脆弱性。17 
 
 
 

第二節  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 

 
2002 年 10 月發生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在此危機發生前一個（9）月，小

泉首相剛完成了歷史性的北韓之行，並與北韓領導人金正日共同發表了「平壤宣

言」，其中有關朝鮮半島的核武問題，雙方同意遵守國際協定，並就核武及彈道

飛彈等安全問題推動對話解決，北韓並表示將再度延長已延期到 2003 年的飛彈

試射。18然而 10 月美國助理國務卿 Kelly 訪問北韓之後，表示北韓承認仍在秘密

發展核武計劃，北韓核武問題再度引發各界關切。對於日本與北韓雙方領袖歷史

性的會晤，中方對兩國對話表示支持並對小泉總理的平壤之行表示稱讚，19而在

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發生後的 APEC 領袖高峰會上，小泉首相除感謝中方支持其

平壤之行，另外還表示中國與北韓一直維持友好關係，對其影響力很大，故也希

望能得到中方對日本與北韓交涉的支持及建議，而江澤民也表明中國支持朝鮮半

島無核化的一貫立場，希望核武問題能和平解決，對於小泉首相平壤之行得到積

極的成果表示高興。20 
 

                                                 
15 “日中間で見解の相違がある事実関係” (2002/5/17)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shinyo/j_kankei.html (accessed 2006/10/15) 
16 “發言人就日本外相就瀋陽總領館事件發表的調查結果答記者問”(2002/5/14)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1056/t3765.htm (accessed 2006/10/15) 
17 Ming Wan, “Tensions In Rec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May 2002 Shenyang Incident,”  
Asian Survey, September/October 2003, pp. 839-840. 
18 “日朝平壌宣言”(2002/9/17)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n_korea_02/sengen.html 
(accessed 2006/10/15) 
19 “ASEM 首脳会合小泉総理と朱鎔基総理との会談（概要）”(2002/9/23)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em_02/jc_gh.html (accessed 2006/10/15) 
20 “APEC 首脳会議小泉総理と江沢民・中国国家主席との会談（概要）”(2002/10/28)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pec_02/jc_kaidan_g.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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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北韓核武問題，2003 年 4 月三邊會談在中國的中介下在北京召開，

會中因美國與北韓各持己見，最後並未達成協議。之後日本不斷主張應該讓日

本、南韓這兩個對北韓核武問題最關心的當事國也參加會議，21最後在美國的附

議以及中國的歡迎之下，22六邊會談終於 2003 年 8 月在北京召開。第二次核武

危機對日本而言既是危機也是轉機，而就日中關係的發展則可說是轉機，中國同

意日方參加六邊會談，亦支持日本與北韓交涉，日中更在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和

平方式解決北韓核武問題以及儘快再開新一輪六邊會談上有相同主張，此後在雙

邊高層會議中也都會重申彼此的立場及雙邊合作，因而有助於日中雙邊關係。 
 
儘管兩國在維護朝鮮半島穩定、和平解決北韓核武問題上擁有相同立場與共

同利益，另一方面，在安全領域上，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也刺激日本再度在其安

保政策上採取突破性的措施，對日中兩國產生負面衝擊。此外，第二次北韓核武

危機讓一個月前才訪問平壤作破冰之旅的小泉首相的努力付之一炬，再加上國內

民意因綁架事件反彈，使得小泉不得不改變態度，回頭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對

北韓採取較強硬的政策。此次北韓核武危機一方面暴露了日本國家安全的脆弱

性，另一方面，北韓的威脅也讓日本政府取得了加強防衛政策的正當性，23這一

發展又給小泉開了另一條朝向「正常國家」的道路。而這一方面的發展卻是中國

所不樂見的。 
 

面對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小泉首相採取了與面對 911 事件不同的因應，包

括法令上的調整，如 2003 年的 6 月的「有事三法」之外，更注重的是實際防衛

力量的增強，這與北韓對日本造成的威脅程度有關，不論是從武器的殺傷力或距

離的遠近來看，比起恐怖份子或伊拉克，北韓的核武恐怕才是「專守防衛」的日

本最害怕的，而面對如此的威脅，小泉政府採取了許多行動以增強防衛力。 
 
在法令調整方面，2003 年 6 月日本國會通過了《武力攻擊事態對應關聯三

法》24，即所謂的「有事三法」，包括《武力攻擊事態對應法》、《自衛隊法》修

正案及《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其中《武力攻擊事態對應法》將「有事」

                                                 
21 “2004 年版外交青書” ‘第 1章＞第 3節＞2.＞(2)＞【六者会合に向けた動き】’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4/hakusho/h16/html/G1322200.html (accessed 
2006/10/15) 
22 ｀…三國代表同意，目前討論北韓核武問題之協議機制，應擴大成為包含其他相關國家之多

邊協議，尤其是日本與南韓兩國在此問題上具有生死存亡的利益，此兩國之參與實為不可或缺。＇, 
“日韓米三国調整グループ（TCOG）共同プレス発表” (2003/6/13)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jku_tcog.html； ‘北京的會談已經開了一個好頭，應

該繼續下去。…至於韓、日等國的作用，這些國家一直主張以對話的方式解決朝核問題，我們對

此給予積極的評價，也歡迎這些國家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答

記者問”(2003/5/13)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4571.htm (accessed 2006/10/15) 
23 蔡增家，“擺盪在國際與國內勢力之間：九一一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cholar-33.asp (accessed 2006/10/15) 
24 “武力攻撃事態対処関連三法” (2003/6/6) http://www.jda.go.jp/j/yujihousei/index.htm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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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再度擴大，不只日本遭受攻擊或有遭受攻擊的急迫危險時，還包括了「預

測可能」遭受攻擊，即事態緊急又預測可能遭受攻擊時，自衛隊都可以行使武力，

這是將「週邊有事」的事態性範圍再次擴大。而小泉首相更對「有事」的範圍做

出擴大解釋，說「有事」不僅包括戰爭狀態，恐怖事件和外國可疑船隻的來犯都

應列入對策之列。25而《自衛隊法》修正案中，為使自衛隊在「有事」時能迅速

做出回應，再度擴大自衛隊的權限，使自衛隊可徵用民間土地及物資，並可建築

防禦工事，也可不受到一些法律之限制，如道路交通法、海岸法、建築法、醫療

法等等。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除加強安全保障會議的機能外，也擴

大了首相的權限，在「有事」時首相可不經內閣會議和安全保障會議的協商或認

可，就直接下令調動自衛隊和警察，並動員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的資源，這不但

使首相擁有直接調動自衛隊的權力，也增強首相個人對判定「有事」的決斷權。
26這三項法案的通過，也象徵日本自衛隊自戰後以來首次擁有回應外來攻擊的合

法權力。27 

 
在提升自衛隊軍力方面，首先是繼續增備空中加油機，並尋求更先進的驅逐

艦與其他武器科技，其次在 2004 年 3 月日本已成功發射兩枚偵察衛星，特別用

以監督北韓與其飛彈的動靜。此外，除了與美國的雙邊演習之外，日本也加快步

伐參加區域海上演習，而其中大部分的演習都明顯是針對北韓而來，2003 年 8
月日本海上自衛隊驅逐艦參加了與俄羅斯和南韓的聯合演習，此為日本踏出的第

一步。2003 年 9 月日本更在澳洲舉辦的一場攔截走私船隻的海上演習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這是一場由美國所主導的海上軍事演習，28為 2003 年 5 月美國小布

希總統所提出的「防擴散安全計劃」29中的首次聯合演習，在此次演習中，日本

海上保安廳派了巡視船與特殊部隊參加，而防衛廳則派出觀察員參加。2004 年

10 月「防擴散安全計劃」首次在東北亞地區海域舉行演習行動，此次演習是首

次由日本主辦，在日本的相模灣海上與橫須賀港內舉行多國海上演習，30由於這

次的演習是首次在北韓附近海域進行的演習，因此引發了北韓的強烈不滿，對日

本的做法表示強烈譴責，並強調日本緊跟美國在東亞第一次舉行該類聯合軍事演

習，顯然是針對北韓而來的，日本此舉直接違反了 2002 年 10 月兩國領袖共同發

                                                 
25 劉建飛、林曉光，〈“911”事件對中美日關係的影響〉，《21 世紀初期的中美日戰略關係》，北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年 10 月，頁 468。 
26 同上註。 
27 To-hai Liou, “Japan: A Rising Military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Peace Forum Essay, 
2004/2/27, p. 3. http://www.peaceforum.org.tw/filectrl/Japan.pdf (accessed 2006/10/15) 
28 Robert Uriu, “Japan In 2003: Muddling Ahead?” Asian Survey, January/February 2004, p. 177. 
29 此計畫的目的是為了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彈道飛彈及相關物資的擴散威脅到國際社會的

和平與安定，參與國會進行一些防擴散演習與情報交換等。日本也成為第一批首先響應此一計畫

的十國之一，其立場為延續先前對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與彈道飛彈擴散的努力，積極地參加此

計畫，日本也與澳洲成為亞洲唯一參加的兩國，日本更是東北亞地區唯一參加該計畫的國家。新

加坡後於 2004 年 3 月參加，俄羅斯也於 2004 年 5 月參加。 
30 “拡散に対する安全保障構想（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 PSI）”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ukaku_j/psi/psi.html (2006/7/10 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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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平壤宣言」。31不過日本海上保安廳與防衛廳還是派出了自衛隊艦艇、部

隊及飛機參加，並認為此次演習已向國內外展現了日本對「防擴散安全計畫」的

積極貢獻。32 

 
另外，在與美國合作發展飛彈防禦系統方面，繼 1998 年北韓試射大浦洞飛

彈之後，2002 年的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進一步加速日本在飛彈防禦系統的發

展。日本當時的防衛長官石破茂即認為，北韓的彈道飛彈既沒有理由朝俄羅斯與

中國發射，而要對付南韓也不需要用到彈道飛彈或地對地飛彈，用大炮就夠了，

而且北韓的彈道飛彈又打不到美國，這麼一來，就不能排除其攻擊日本的可能

性，而要是北韓真的發射彈道飛彈，日本將難以防禦。此外，他也主張，因為北

韓的彈道飛彈是由獨裁者一人的意志決定，這種不可預測性使北韓的彈道飛彈更

加恐怖，如果日本能夠在其發射前將其擊落，則飛彈將無法構成威脅，日本也就

不必屈服於北韓的威脅之下了。33 
 
因此，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發生後，日本政府更加積極思考與美國合作研發

與部署飛彈防禦系統，34這次危機不只使日本更加對北韓懷有不信任感，也使其

更加害怕遭受北韓的飛彈攻擊，尤其是載有核子彈頭的飛彈，這是曾遭受原子彈

轟炸過的日本最無法接受的，再加上之後北韓的一連串舉動，包括試射新的長程

飛彈以及一連串在日本海及其上空的挑釁行動，都使日本更加擔心可能遭到突

擊，因此在發展飛彈防禦系統上也更趨積極。352002 年 12 月日美召開了「二加

二會議」36，雙方隨即確認了強化飛彈防禦系統之協商與合作的必要性，372003
年初日本官員便開始認真考慮盡快在 2006 年就購買並部署美國製的飛彈防禦系

統，38而 2003 年的伊拉克戰爭中，美國使用的愛國者三型（PAC-3）飛彈的表現

比起波斯灣戰爭中使用的愛國者二型（PAC-2）飛彈大有進步，這也大大減輕了

日本對飛彈防禦系統可靠性的疑慮，39最後終於在 2003 年 12 月決定將與美國合

                                                 
31 “日本將舉行多國海上演習  朝鮮發出強烈譴責”(2004/10/8) 
http://www.esheji.com/news/show.asp?url=NewsNews/w/2004-10-08/11534515476.shtml (accessed 
2005/1/5) 
32 “「拡散に対する安全保障構想」（PSI）海上阻止訓練「チーム・サムライ 04」（概要と評

価）”(2004/10/28)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ukaku_j/psi/samurai04_gh.html (accessed 
2006/10/15) 
33 石破茂，〈当面の防衛行政の課題と最近の国際情勢〉，《新国策》2003 年 6 月，頁 9; 11-12。 
34 Robert Uriu, “Japan In 2002: An Up-and-Down year, but Mostly Down,” Asian Survey, 
January/February 2003, p. 88. 
35 Robert Uriu, “Japan In 2003: Muddling Ahead?”, p. 177. 
36 正式名稱為「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由日美兩國的國防、外交首長共四人參加，就各種安全

議題作討論，因而也被稱為「二加二會議」。 
37 “2003 年版外交青書”‘ 第 3章＞第 1節＞2.日米安全保障体制【ミサイル防衛】’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3/gaikou/html/honpen/chap03_01_02.html  
(accessed 2006/10/15) 
38 Robert Uriu, “Japan In 2003: Muddling Ahead?”, p. 177. 
39 David Fouse, “Japan Gets Serious About Missile Defense: North Korean Crisis Pushes Debat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June 2003,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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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進入飛彈防禦系統的部署階段，40並將於 2007 年開始配備，41日本將建立的飛

彈防禦系統包括了兩個部分，一部分是部署在神盾艦上的標準三型（SM-3）導

彈系統，用於高空攔截，另一部分則是陸基愛國者三型導彈系統，用於中低空攔

截。42 
 
 
 

第三節  伊拉克戰爭 

 
2003 年 3 月美英聯軍攻入伊拉克，不到兩個月（5 月）美國小布希總統即宣

佈戰爭勝利，但同時也留下了伊拉克重建的難題。美英聯軍此次的軍事行動備受

國際批評，然而身為美國盟友的日本仍立即表示支持，43而對於戰後伊拉克的重

建問題，除了大筆的經濟援助之外，日本更於 2003 年 7 月通過《伊拉克人道復

興支援特別措施法》，使自衛隊能至伊拉克進行重建及人道救援的行動。12 月空

中自衛隊先遣隊首先開赴伊拉克，運送醫療器材等重建所需物資，2004 年 2 月

陸上自衛隊主力部隊亦開始分批前往伊拉克進行醫療、供水等重建任務。44 
 
對於日本通過《伊拉克人道復興支援特別措施法》，中國外交部僅表示希望

日本能切實恪守其「專守防衛」的政策。45而對於日本自衛隊有史以來首次踏上

處於戰爭狀態的他國領土並被賦予武力自衛權限，中國外交部也不諱言地則表示

「中國對日本向伊拉克派兵問題表示關注，鑒於歷史問題，日本的軍事動向一直

是十分敏感的問題。近年來，日本在軍事安全領域採取一系列突出舉措，已引起

日本國內和週邊鄰國對日本軍事政策走向的嚴重關切。此次向伊派兵則是日本邁

出的又一重要步驟，這勢必進一步引起人們的疑慮和擔憂。作為日本的鄰國，我

們希望日本認真汲取歷史教訓，在軍事安全領域審慎行事，這才符合日本的根本

利益，有利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46綜觀上述發言，中國官方雖對日本反恐及

參與伊拉克重建等「師出有名」的行動不便批評，但從其一開始婉轉要求日方恪

                                                 
40 “2004 年版外交青書”‘ 第 3章＞第 1節＞1.＞【ミサイル防衛】’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4/hakusho/h16/html/G3110200.html (accessed 
2006/10/15) 
41 胡榮忠，〈日本軍事大國化的新動向〉，《日本學刊》，2004 年第 5 期，頁 32。 
42 吳心伯，〈日本與東北亞 TMD〉，《國際問題研究》，2003 年第 5 期，頁 45。 
43 “小泉総理大臣記者会見[イラク問題に関する対応について]”(2003/3/20) 
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3/03/20kaiken.html (accessed 2006/10/15) 
44 “2004 年版外交青書” ‘第 1章>第 2節>2.>（3）>【イラクへの貢献】’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4/hakusho/h16/html/G1223200.html (accessed 
2006/10/15) 
45 “孔泉就日本參院通過支援伊拉克重建特別措施法案答記者問”(2003/7/26)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3516.htm (accessed 2006/10/15) 
46 “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就日本陸上自衛隊首批主力部隊開赴伊拉克事答記者問”(2004/2/3)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61799.htm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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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專守防衛」政策，到直接表明對日本軍事政策走向的「嚴重關切」以及對自

衛隊被派遣至伊拉克的疑慮和擔憂，至此，中國對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的憂慮

已不言可喻。 
 
除了 911 事件、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及伊拉克戰爭後日本在軍事領域上一連

串積極的作為之外，傳統的歷史、領土等糾紛仍持續干擾日中友好關係的發展。

2004 年 1 月小泉首相再度參拜靖國神社，為其上任後連續第四年參拜靖國神社，

中方對此表示強烈憤慨並予以強烈譴責。47該年 3 月又發生釣魚台事件，日本大

動作地將登上島的中國人扣押，這也引發了中國的強烈不滿，並警告若日方一意

孤行，一切後果自行承擔，48日中緊張關係一觸即發，幸好最後以日方放人和平

收場。除此之外還有 2004 年 5 月發生的東海劃界及資源開採問題，以及日方宣

稱多次發生的中國海洋調查船、潛水艇未經同意侵入日本海域等事件，但雙方都

同意將以對話協商解決糾紛，以免使已陷入低潮的日中關係更雪上加霜，因此雙

方於同年 10 月在北京舉行了第一回合的日中東海相關問題協商會議，討論中方

在春曉油氣田的開採作業及東海劃界問題，日本也要求中方提供油氣田的開採情

報，隔（2005）年 5 月雙方舉行了第二回合的協商會議，再度討論春曉油氣田的

開發問題、東海劃界問題，以及兩國共同開發的可能，同年 10 月雙方又舉行了

第三回合的會議，日本再度要求中方提供油氣田開採的相關情報，並中止開發作

業，另外也對於中方在平湖油氣田的活動表示高度注意。49截至 2006 年 9 月為

止，日中兩國雖共已舉行了六次協商，但雙方除各述己方立場與意見，及同意就

此問題繼續協商之外，成效有限，不過兩國至少已原則上同意將共同開發東海爭

議區域的資源，而暫時緩解了雙邊在此問題上的緊張關係。50 
 
時序進入 2005 年，適逢第二次大戰結束六十週年，由於時機敏感，一般認

為歷史問題將會成為 2005 年日中關係發展的焦點議題，而中國官方也確實在

2004 年底即發出訊息，在 2004 年 11 月舉行的 APEC 會外日中領袖會談中，胡

錦濤即特別指出，「發展雙邊關係不能迴避歷史問題，尤其因為明年是反法西斯

戰爭勝利六十週年的敏感年度，希望日方能妥善處理歷史問題。」51而果不其然，

2005 年 4 月例行性的日本教科書審查再度引發了爭議，一本審查合格的教科書

因其刪除了許多有關南京大屠殺的描述，透過媒體與網路的傳播，造成中國民眾

群情激昂，從深圳、重慶、成都蔓延到北京、上海，在中國各地接連引發了自

                                                 
47 “中方就日本首相再次參拜靖國神社表示強烈憤慨”(2004/1/1)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ygy/wangyi/zyhd/t57352.htm (accessed 2006/10/15) 
48 “我外交部就中國公民登釣魚島遭扣留事件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2004/3/25)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yzs/xwlb/t80597.htm (accessed 2006/10/15) 
49 “東シナ海等に関する日中協議”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gashi_shina/index.html 
(accessed 2006/9/29) 
50 “中國和日本達成協議，將共同開發東海爭議區域的油氣資源”(2006/1/6) 
http://tw.news.yahoo.com/060106/14/2qc65.html(accessed 2006/1/9) 
51 船橋洋一、“戦後６０年、「歴史」が主役に”(2004/12/30) 
http://www.asahi.com/column/funabashi/ja/TKY200412300096.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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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年日中建交以來最大規模的街頭反日示威活動，最後甚至演變為攻擊日本

使領館及日商公司的暴力事件，造成此一事件的背後因素雖然眾多，包括對小泉

首相連年參拜靖國神社的憤怒、對日本爭取成為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的反

彈、對日本欲終止象徵對中賠款的 ODA 的不滿等等，但不可否認的是，歷史問

題至少是造成這場動亂最直接的導火線。52而這起動亂也造成部分日本使領館與

日商公司受到損害，日本對此也表達不滿，日本外相不但要求中方加強警備，保

護在中的日本使領館、日商公司與日本民眾，另外也要求中方對此事件致歉並賠

償。對日方的要求，中國副外交部長雖表示衷心的遺憾，並同意加強戒備，但另

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卻又表示，造成此種局面，責任不在中方，要求日本

要認真看待歷史問題。53兩國對此事件的發生雖一方面表示遺憾，另一方面卻又

透過外交管道相互指責，顯示雙邊關係的惡化已浮出檯面。 
 
2005 年 10 月 17 日小泉第五度參拜靖國神社再度引爆日中間的歷史糾紛，

此次街頭抗議活動雖受到中國官方的嚴密控管而不致再度引發暴亂，但中國政府

卻採取的更大的動作來因應，首先是中國政府緊急召見了日本駐中大使，並罕見

地由中國外交部長李肇星宣讀了一份中國外交部的正式聲明，嚴厲譴責小泉的行

為，並宣稱：「小泉首相必須對自己的錯誤行為造成的嚴重政治後國承擔全部責

任」54，而中國駐日大使王毅也高分貝地指責小泉首相，並強調「小泉首相必須

為破壞日中關係擔負歷史責任」。55其次，中國也取消日本外相原訂於當月訪中

之行程，並推遲原欲於十月舉行的日中東海協商會議。最後，中方更進一步首度

拒絕於 11 月 APEC 會外舉行日中領袖會談，使得日中領袖交流自 2001 年 10 月

以來的雙邊領袖互訪中斷之後，連透過國際會議會外會的交流機會也告斷絕。這

也顯示中方似已放棄在小泉任內改善日中關係的期望，而開始將眼光看向「後小

泉」時期。56如上所述，日中雙邊的歷史糾紛在 2005 年達到了最高點，也使得

雙邊關係在民間與官方層次都陷入冰點。 
 
 
 

第四節  東亞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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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関連抗議活動”(2005/4/12)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j_kogi01.html (accessed 200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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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12 月 14 日第一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在吉隆坡召

開，成員包括東協加三及印度、澳洲、紐西蘭等共十六國，被視為是東亞各國朝

向「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發展的第一步。57東亞高峰會的召開

最早是始於 1990 年由馬來西亞前總理馬哈迪所提倡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的構想，由於當時馬哈迪所提出的是一個「純亞洲」的概念，

因而遭到美國的反對與日本的不支持，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之後，東亞共同體

的概念再次被提出，並成立 East Asia Vision Group（EAVG）與 East Asia Study 
Group（EASG）討論該問題，EASG 於 2002 年 11 月東協加三高峰會上，提出對

EAVG 所做關於建立東亞共同體研究的最終評估報告，其中即正式提出建議將現

有的東協加三高峰會發展成為東亞高峰會，並將召開東亞高峰會列為發展東亞共

同體的中長期措施之一，以加強區域合作與進一步整合。582004 年馬來西亞主動

提議在 2005 年於馬國召開的東協加三高峰會後，接著舉行東亞高峰會，此提案

獲得日中兩國的支持，中方還表示願意主辦第二屆東亞高峰會，而日方也提議與

馬來西亞共同擔任第一屆東亞高峰會的聯合主席國。59 
 
然而，在籌辦東亞高峰會的過程中，日中兩國卻將此次會議視為爭取區域經

濟領導權的機會，60而使得東亞高峰會在籌畫過程中處處可見日中兩國在相互較

勁。首先，在高峰會參與成員問題上，中方傾向於將成員國限縮於現有的東協加

三中，即符合馬哈迪的「純亞洲」概念，完全由亞洲國家組成，排除美國的影響

力，而日方一開始原希望拉入美國，支持讓美國成為觀察員，但在未獲東協正面

回應後，另外又支持拉進與美國關係良好的印度、澳洲與紐西蘭，而上述三國在

達成東協的三個條件（成為東協的完全對話伙伴國、與東協有實質關係、認可並

簽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之後也順利加入。61其次，在無法成功將東亞高

峰會的成員限縮於東協加三後，中國在東亞高峰會前夕又提出了新的提案，建議

將東亞高峰會的成員分為兩個階層（two-tiered），以東協加三為核心成員，並在

未來東亞共同體的發展上扮演主導地位，而印度、澳洲與紐西蘭則被置於次要地

位，且不能在東亞共同體的組成上扮演任何角色，此提案引發了日本、印度與澳

洲的強烈反彈，認為此種歧視性的提案將危害東亞高峰會的和諧，造成成員國的

分裂，並指責中國還是企圖要削弱日本並排除印度、澳洲和紐西蘭的影響力，而

中國也回過頭來批評日本將印度、澳洲及紐西蘭拉入東亞高峰會原就是為了要牽

制、抵消中國在東亞共同體的影響力。62另外，日中兩國對東亞高峰會主導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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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爭執也延燒到「吉隆坡宣言」的起草上，日方建議在草案中提到「構築未來的東

亞共同體」，並要求將包含印度、澳洲和紐西蘭在內所有十六國組成的共同體寫

入草案，以期透過將印、澳等國拉進共同體從而達成牽制中國的作用，而中國則

要求東亞共同體要以東協加三為核心，同時也要求在草案中避免提及共同體一

詞，而其立場則是將共同體視為東協加三的一個延伸，希望確保其在共同體中的

主導權，這兩種不同的提案也造成東協內部意見分裂。63最後，雖然與籌辦東亞

高峰會的實質內容無關，但是日中兩國就靖國神社等問題產生的爭執，已成為東

亞高峰會籌辦過程中的一個枷鎖，64中國以「不可能」來強力拒絕與小泉首相舉

行雙邊領袖會談，而小泉也警告「靖國神社問題不能成為外交牌」。65上述日中

對立的檯面化也使得東亞高峰會的籌辦之路更加崎嶇難行。 
 
最後東亞高峰會仍如期順利舉行，也發表了「吉隆坡宣言」66，宣言中首先

宣示東亞高峰會將會是一個開放的、包容的、透明的定期性年度論壇，作為各國

廣泛討論共同戰略、政治、經濟利益與問題的對話平台，以達成增進東亞和平、

穩定和經濟繁榮的目標，更重要的是，宣言中也明白指出東協將扮演駕駛的角

色，決定東亞高峰會成員國的加入標準，輪流主辦未來各屆的東亞高峰會，成為

該論壇的推動力（driving force）。上述宣言內容顯示，在日中激烈的競爭之下，

未來東亞高峰會的主導權最後雖然是折衷給了東協，但是京都大學教授中西寬卻

認為此次東亞高峰會顯示出日本的主導性受到抑制，67而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

心教授 Mohan Malik 也認為，宣言最後始終沒有提及東亞共同體，且馬來西亞總

理巴達威還將東協加三形容為實現東亞共同體夢想的媒介，這等於宣告中國還是

佔了上風，不過代價就是其將無法如願主辦第二屆東亞高峰會。但是 Malik 教授

也強調，在日中關係真正獲得緩解，大國們真正願意合作之前，東亞共同體的前

景將相當渺茫，而東亞高峰會也將只會淪為日中兩國互相牽制、削弱對方的競技

場。68然而，無論未來日中兩國能否改善關係、相互合作，但至少當時日中關係

的惡化確實已使各國對東亞高峰會的熱情不斷降溫，而日中兩國都應該反省雙邊

關係惡化對整個區域造成的不良影響。69 
 
除了在東亞高峰會中可看見日中兩國公開將雙邊的競爭與齟齬帶到國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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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兩國間利用外交管道公開相互指責、放話的情況也越來越嚴重。例如 2006
年初兩國就對於一名日本駐上海總領事館官員自殺的問題爭論不下，該事件起因

於日本媒體報導中國情報機構曾向一名駐上海領事館的官員施壓，以將公布該名

官員與當地小姐的桃色關係為要脅，要求其透露駐上海總領事傳回國內的機密報

告，而造成該名官員自殺，對此，日方表達強烈抗議並嚴詞抨擊中國違反《維也

納領事關係公約》中地主國應有的義務，而中方則反指日本罔顧事實，試圖將過

錯推給中國。70這起事件顯示，日中兩國在 2002 年的瀋陽使領館事件後，雖著

手進行雙邊領事諮詢合作，並討論如何增進緊急事件發生時的溝通管道，但此事

件證明兩國先前的協商與合作顯然是失敗的，雙邊溝通仍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而

如此一件偶發性的小事就能在雙邊引起軒然大波、喧騰數月，也反映了日中兩國

關係的嚴峻。 
 
除了上述偶發事件外，兩國就歷史問題的相互放話與指責更為激烈，尤其是

自中方連續拒絕在 APEC、東協加三與東亞高峰會上與小泉舉行雙邊領袖會晤之

後，不只是中方加強了批評的力道，日方也更傾向以高分貝反擊。例如小泉首相

在 2006 年新春記者會中即再次為參拜靖國神社的行為辯護，認為他是向日本的

戰歿者致敬，勉勵自己記取戰爭的教訓，因而拒絕接受中國的譴責，認為中國不

應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也強調中國將此事作為拒絕與他會談的理由是沒有道理

的。712 月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在接見日中協會會長野田毅時表示，在改善中日

關係上已對小泉不具期待，中日關係在小泉任內好轉的可能性非常小，72官房長

官安倍晉三對此發言則表示不滿，批評這與中方一向強調重視日中關係的發言並

不相符。733 月中國外交部長李肇星在一場記者會上形容小泉參拜靖國神社是「傻

事、74不合道德的事」75，此番發言立即引發日方的嚴詞回擊，安倍晉三稱此種

「品格有缺陷」的發言不符合外交禮儀，76而日本外務省當日欲召見中國駐日大

使王毅表達抗議，卻被以另有行程為由回拒，這也引發自民黨內部的反彈，認為

這不符外交慣例。774 月兩國又因為胡錦濤提出「只要不去參拜靖國神社的話，

隨時都可以舉行領袖會談」的說法而爭吵不休，官房長官安倍晉三與外相麻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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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都分別批評，為了達到政治目的而將領袖會談附加上單一條件是不對的，78也

無法接受中方所謂「造成目前兩國關係困難的責任全在日方」的說法。798 月小

泉首相在被詢問到是否將再度到靖國神社參拜一事時，一反過去總是回答「會做

適切判斷」的低調迴避態度，這次卻聲稱：「不管是 4 月也好、1 月也好，8 月

13 也好、8 月 15 也好，不管什麼時候去（參拜）都會被批評，所以什麼時候去

都一樣」80，此番話被認為是暗示小泉將選擇 8 月 15 日進行其任內最後一次參

拜，而果不其然，在任期的最後小泉終於實踐他當初競選的承諾，在備受爭議的

終戰紀念日（8 月 15 日）當天前往靖國神社參拜，並對中國的反彈表示，「並非

事事都照中國說的去做，日本的亞洲外交就會很順暢」81，而中國外交部長李肇

星也以「小泉首相再次悍然參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是在挑戰國際

政治、踐踏人類良知」來嚴厲批評。82如此激烈的言辭交鋒，也映證了中國確已

放棄在小泉首相任內與日本改善關係，而將改善兩國關係的希望寄託於「後小泉」

時期，而日本顯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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