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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章為結論。綜合以上各章節，歸納出小泉時期整體日中關係的情況與小泉

上台對日中關係的影響及其原因，最後並嘗試推測在「小泉後」（ポスト小泉）

的新政府時期，日中關係可能的發展走勢與變化。 
 
首先，在雙邊關係發展的正面因素方面，經貿投資仍是日中關係最重要的黏

著劑，雙邊貿易與投資金額也不斷攀升，雙邊貿易投資表現相對趨緩只是結構性

問題，即使雙邊貿易依存地位互換也不能抹殺經貿關係趨於緊密的事實，然而，

雙邊的政治糾紛在小泉在位晚期已開始衝擊到雙邊貿易表現，中國京滬鐵路招標

一案亦為明顯的證據，但在日本對中投資方面的影響則較不明顯，雖然目前仍無

法確定雙邊政治糾紛對經貿合作的影響是長期或短期、嚴重或輕微，但政治性因

素對未來雙邊經貿合作可能的損害確實不容忽視。整體而言，雙邊貿易往來與日

本的投資不但有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有益於日本的經濟復甦，構成雙邊關係

的共同利益基礎，同時，日中雙方也已逐漸建立經貿糾紛的解決機制，以協商、

對話方式解決經貿糾紛，免於損害到整體雙邊關係，因此經貿投資仍將是有利於

雙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助力。 
 
在區域穩定及部份國際性問題上，雙方持有相同的主張及共同利益，尤其是

北韓核武問題以及環境保護、傳染病防治等跨國性問題，而成為雙方在該問題上

進行合作的誘因，這不但有助於雙邊合作關係的發展，同時也有利於整個區域合

作的發展。在日本爭取成為安理會常任理事國部份，即使目前雙方對此問題仍未

達共識，但受限於聯合國憲章之規定，未來日本仍需爭取身為安理會常任理事國

之一的中國的合作，而日本近來也確實提出希望繼續與中國就安理會改革問題加

強對話與磋商。而在一向被認為兩國利益衝突的安全議題上，日中雙方亦在區域

與國際範圍上有相當的合作，國際方面如國際安全與軍控形勢、核裁軍、防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區域方面則以北韓核武問題為雙方合作焦點，維護朝鮮半

島的穩定、持續舉行六邊會談、維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以和平方式解決北韓

核武問題等四項主張也同樣是日中兩國在朝鮮半島的共同利益，此外，日本還希

望中國能發揮影響力，支持日本就「拉致」問題與北韓交涉，此點也有助於日中

雙邊在北韓問題上的合作。 
 

而由於日本本身龐大的財政赤字壓力，再加上日本國內開始質疑對中 ODA
的外交效果，以及中國經濟成長與發展程度是否還需要接受援助，因此在歷經日

中雙方協商後，日本對中 ODA 已確定將於 2008 年完全終止。雖然有人認為如

此將失去一個有助於雙邊關係發展的正面因素，然而，由於雙方已對此問題達成

協商解決、圓滿結束的共識，中方也有越來越多人能瞭解並接受此發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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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兩國若能確實以協商方式妥善處理此問題，亦將有利於提升雙邊關係的良好

氣氛。 
 
其次，在雙邊關係發展的負面因素方面，歷史問題長期以來一直是日中雙方

關係發展的一個障礙，在小泉時期更加因為首相連年參拜靖國神社而突顯出來，

使 20 世紀未妥善解決的歷史問題延燒至新世紀。歷史問題的具體表現主要就在

歷史教科書與靖國神社問題上，而其深層的因素其實是在於日中雙方對於歷史認

知的差異，以及背後所代表的日中兩國社會思潮的走向不同，由於是主觀的認知

問題，因此難以在短時間之內就能解決。就這樣持續紛擾不休的歷史問題，再加

上日中經濟一消一長以及雙邊逐漸在安全上互視為威脅，長期下來又形成了另一

個更難以解決的民族主義問題，即雙方互無好感，甚至相互厭惡，最後雙邊政府

甚至受到民族主義的綁架而不得不擺出強硬的外交姿態，如此當然不利於日中關

係的發展。 
 
由於歷史問題在小泉時期幾乎佔據了各種有關日中關係的報導或學術著作

的版面，因此，在此有必要特別將歷史問題在小泉時期日中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提出來討論。 
 
有關歷史問題在小泉時期日中關係中的角色，中國復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

事務學院副院長 Wu Xinbo（吳心伯）認為，日中關係惡化的關鍵其實是在於日

本的國內政治與其對中國的戰略思考，在日本國內政治在過去數年已越來越朝向

保守化，此發展在小泉首相時期可說是達到頂點，而此種日本的「新保守主義」

表現在兩個方面，其一是意圖借參拜靖國神社與修改歷史教科書來粉飾日本在二

戰期間的侵略歷史，其二則是努力擺脫二戰以來在安全政策上的限制，朝向「正

常國家」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才使得歷史問題變成日中兩國衝突的主要來源，
1因此歷史問題本身並不是造成日中雙邊關係惡化唯一的原因，小泉時期日本在

安全領域上所展現出的積極作為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而若以 2005 年 4 月

爆發的大規模反日示威為例，日本法政大學教授趙宏偉認為，一般中國民眾看到

的或許是因為歷史問題，但中國政府真正在意的其實是 2 月日美二加二會議中牽

涉到的台灣問題，2這顯示歷史問題其實也成為中國所運用的一種外交工具，以

此在雙方有不同意見的議題上對日本進行壓制或懲罰，Michael Collins 也認為教

科書事件其實只是最後的導火線而已，真正的原因其實還包括中國的經濟成長伴

隨著軍力擴展、台灣問題以及東海能源探勘等多項問題。3而俄羅斯外交部首席

諮詢委員 Igor Morgulove 則認為，中國其實是在利用歷史與反日情緒以達到限制

日本在亞洲影響力的目的，4這是更加明白地點出中國利用歷史問題作為其外交

                                                 
1 Xinbo Wu, pp. 122-123. 
2 趙宏偉，頁 29。 
3 Michael Collins, p. 333. 
4 Igor Morgulove, “Beijing and Tokyo: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us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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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一的本質，即美國哥倫比亞大學教授 Gerald Curtis 所主張的：日中關係惡

化的根本原因既非小泉參拜靖國神社，亦非歷史問題，而是因為日中尚未尋找到

兩大國如何共存於同一區域的相處之道，5也可以說，在歷史上日中兩國從未遇

過此種情況而不知該如何相處，一個是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皆已受公認為大

國的中國，另一個則是經濟實力已受公認，但正努力在政治、軍事方面擴大其力

量以期成為完全大國的日本，就如同霸權循環理論所述，尤其是在軍事安全方

面，當身為既有區域霸權的中國遇上了不斷強大的新興強權日本時，兩國的衝突

就無可避免，目前日中兩國雖然還不至於發生無可避免的霸權戰爭，但在小泉時

期日中關係的惡化已可被視為霸權與新興強權的磨合期，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表

面上日中關係在小泉時期會僅因一個靖國神社問題而突然大幅度地惡化，但在新

任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又能迅速的改善關係，甚至輕易地完成小泉自 2001 年以

來一直無法達成的訪中之行，因為，追根究底就是日中兩國大國關係的變遷，而

非歷史因素，才是造成雙邊關係惡化的最根本因素。 
 
而在領土爭議上，主要是因為日中雙方對於釣魚台主權歸屬的認知不同，以

及與釣魚台位居東亞第一島鏈中央的重要戰略位置有關，而與之相關的還有東海

海域專屬經濟區與大陸礁層劃界問題、中國海洋調查船艦未經事先通報而入侵日

本水域事件以及東海資源開發爭議等安全、能源領域上的問題。2004 年日本首

次逮捕了登上釣魚台的中國民眾，而遭到中方強烈警告「若日方一意孤行，繼續

惡化中日關係，一切後果由日方承擔」，使雙邊情勢一度劍拔弩張，除此之外釣

魚台問題在小泉時期並未對日中關係造成嚴重影響，不過 2004 年 2 月當時的美

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在訪日時針對釣魚台問題時，雖未提及釣魚台的主權歸屬，

但卻表明釣魚台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的態度，此言被中方視為是美國政策的變

化，認為這使日本右派認為形勢有利於日方解決釣魚台問題，反而更使問題複雜

化，可能埋下日中衝突的種子。相較之下，日中兩國對有關東海專屬經濟區與大

陸礁層劃界問題之糾紛反而較以往激增，雖然雙邊都同意應以協商談判來解決問

題，但由於問題本身的複雜性（還涉及安全與能源問題）加上雙邊整體關係的氣

氛不佳，使得雙邊協商的成效不彰。 
 
在對台灣議題的態度上，小泉首相在任內做出了許多有利於日台關係的行

動，包括提高雙邊官方人員交流的層級，給予台灣免簽證優惠以促進觀光，2002
年還在演講中主動提出日本應該在台海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為台海問題的

和平對話解決創造有利環境，等於是明白表現出日本對介入台灣問題的興趣。而

最受矚目的當屬 2005 年日美首度將「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台海問題」列入其共

同戰略目標，這顯示日本已越來越注意台灣海峽的重要性，了解台海的和平與安

                                                                                                                                            
pp. 131-136. 
5 ジェラルド・カーティス，〈二つの大国の共存を考えるべきだ〉，《世界》，2006 年 9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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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日本的直接利益，而有意跟隨美國腳步越來越介入台海問題，根據二加二會

議後日本的國內反應來看，不但自民黨黨內的親中和親台派都未加以批評，連聯

合執政的公明黨與在野最大的民主黨也是如此，顯示此政策走向已在日本形成共

識，不過，此種介入仍只將會在日美合作的形式下，因為單日本一國並不足以確

保台海穩定，唯一擁有足夠資源與能力的就只有美國。雖然美國顯然是中國目前

在處理台灣問題時最大的考慮因素，不過，隨著日本的逐漸介入，台灣問題恐將

逐漸發展成為日中之間的最大問題。 
 
在雙邊對安全的認知差異上，中國對於在小泉首相主政下努力擺脫二戰以來

的軍事束縛、朝向「正常國家」大步邁進的日本感到日漸不安，於此同時，中國

過去不斷進行軍事現代化的努力與近來轉趨積極的海洋活動也在日本國內形成

一股安全上的「中國威脅」，在 2006 年 8 月出版的最新版防衛白書中也首次明白

指出，中國等國的軍事現代化已逐漸成為日本和平與安定「實際的威脅」，此外，

防衛白書中也指出對於頻繁出現日本周圍空域活動的中國籍飛機「必需關注」，

並提及中國海軍新銳艦艇在靠近東海日中中間線的中國天然氣田附近徘徊。雖然

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 Mike M. Mochizuki 認為現階段日中尚未形成軍備競賽，但

各種跡象顯示，日中兩國在安全利益上的衝突似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一邊在力行

軍事現代化的同時，另一邊也在部署高科技的飛彈防禦系統；一邊在擔心中國軍

力成長、軍事現代化，另一邊也警惕日本會成為軍事大國並重走軍事擴張的道

路，日中兩國都將對方視為未來潛在的軍事威脅，雙方也都相互指責對方軍事能

力的成長已超出防衛所必須、質疑對方軍事安全政策日趨外向的意圖。此外，兩

國近來在東海劃界與資源探勘問題上的衝突似乎也提升了雙方的緊張氣氛，不利

雙邊關係發展。 
 
在安全領域上另一個必須提及的則是美國因素，中國其實對於日美同盟的存

在一直抱持著不安的心情，其最擔心的毋怪乎是日美同盟是否會聯合圍堵中國與

介入台灣問題。而在小泉與小布希聯手主政下不斷強化而成形的「新世紀的日美

同盟」對於中國來說無疑是一場噩夢，小布希主政下的美國正盡全力鼓勵甚至協

助日本重新武裝，而小泉主政下的日本也盡全力配合著走向「正常國家」的道路，

日美正式進入飛彈防禦系統部署階段更代表日美已加大雙邊軍事合作，對中而言

這根本就等於是宣告日美同盟已形成聯合圍堵中國之勢，同時也加深了中方對美

日同盟可能聯合介入台灣問題的疑慮，而透過日美安保體制，日本事實上也儼然

已成為美國在東亞圍堵中國的一個重要佈局，面對此種發展，中國憂慮會被圍

堵、和平崛起計畫與統一大業會遭受阻撓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日中競爭區域領導權最激烈的情況出現在東南亞，從

2002 年兩國先後決定開始與東協談判、締結自由貿易協定，2005 年初在南亞海

嘯後的援助會議上競相突顯本國在區域的領導權、權力和地位，一直到 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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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東亞高峰會，日中間對於區域主導權的競爭已檯面化與白熱化。另外，在能源

競逐方面，由於全球資源（尤其是石油）日漸減少，中東情勢仍不安定，為分散

能源供給來源與積極探勘新油源，日中兩國在全球尋油的過程中不免發生衝突，

目前又以在俄羅斯西伯利亞油源工程與東海海域資源探勘上最為激烈，未來更可

能蔓延到中亞與非洲地區，其中，東海資源探勘又牽扯上領土問題而提高雙邊衝

突機率，在雙邊遲遲未能就共同開發達成突破性的協議之下，此因素仍將持續困

擾雙邊關係的發展。最後，近年來日中在對外經濟與能源合作的競爭已逐漸延燒

至南太平洋、中亞、非洲等過去未受重視的新戰場，此種戰場逐漸增多且擴大的

趨勢在未來可能為雙邊關係的發展埋下更多地雷。 
 
整體而言，在小泉任內日中雙邊關係可說是不斷惡化，兩國的經濟聯繫雖仍

是雙邊關係的穩定器，但已開始有政治糾紛影響到經貿合作之勢；雙方在國際性

問題以及第二次北韓核武危機上也有相當的合作空間，雙邊領袖互訪雖遲遲未能

實現，但兩國的溝通管道也還算順暢，雙邊都同意要加強外相級的會談，雙邊安

保對話也仍持續；日本對中 ODA 雖然即將終止，但雙邊也都同意透過協商方式

予以妥善解決。然而，小泉上台以來六度參拜靖國神社，被中國評為是雙邊關係

發展的最大障礙，嚴重損害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在 2005 年 4 月以後甚至連在

國際場合上舉行的領袖會談也宣告中斷，甚至兩國民間也互相產生反中、反日情

緒；兩國對於釣魚台主權及東海海域劃界問題仍無法達成共識，不過雙方仍堅守

協商和平解決方式；糾結在一起的台灣、安全與日美同盟問題對日中雙方而言仍

是一種博奕遊戲，但在日美同盟深化、日本逐步重新武裝、中國進行軍事成長及

現代化的發展下，現狀變得越來越難以維持，日中美三方仍在求取新平衡的磨合

期中；雙邊對區域領導權與能源的競逐越來越激烈，戰場也逐漸從東南亞、俄羅

斯、東海擴大到南太平洋、中亞和非洲。 
 
自 2001 年小泉訪中後五年來日中兩國從未再有領袖互訪，這對兩個有著「友

好合作夥伴關係」的國家來說是很不尋常的，也顯示雙邊關係的冷淡，而歷史問

題就是最外顯的摩擦點。根據中方的說法，小泉首相參拜靖國神社的舉動已成為

當前影響日中關係的最主要問題，甚至比日本的軍事擴張與台灣問題還要來的嚴

重，6小泉也被認為是歷年來最不怕觸怒中國的日本首相，7日中關係也在小泉任

內不斷惡化，甚至陷入 1970 年代建交以來的最低點，8此外，雙邊還有釣魚台與

東海的領土問題、對能源需求的經濟考量、對區域領導權的競爭等，然而，雖然

關係惡化是不可否認的事實，但真正的關鍵其實是兩國在東亞甚至整個體系中權

力關係的改變，這也表現在安全上的互相不信任與互相視為威脅，最明顯的就是

日本的新《防衛計畫大綱》與中國《國防白皮書》這兩份官方文件中，都充滿了

對對方軍事動向的擔心及強烈警戒感。而在與此相關的台灣問題上，目前主要還

                                                 
6 Denny Roy, ‘China-Jap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amidst Antagonism,’ p. 4. 
7 同上註，頁 8。 
8 Masaru Tamamoto, “How Japan Imagines China and Sees Itself,”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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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決於中美兩國的態度，而日本自己也明白不能在台灣問題上冒與中國交惡一

百年的危險，決定權雖在美國手上，不過隨著日本加強對台海的關注，台灣問題

的確可能成為未來日中關係發展的重要摩擦因素，而且也不能排除日本隨美國腳

步介入台海，造成日中衝突的可能性。其實本文中所提及日中間的每一項議題都

是多面向的，不只是單一領域的糾紛，而是涉及多方因素，歷史、領土、經濟、

安全各方面相互影響的複雜問題，要如何在這些問題上建立良好的日中關係，將

考驗著兩國領袖的智慧。因此，「小泉後」時期日中關係的走向就成為各方注目

的焦點，新首相的上台是否能開啟雙邊關係改善的契機，或是否反而會延續小泉

時期的發展，甚至走向更加惡化的方向，這不但關切兩國關係未來的發展，也是

影響整個區域未來發展的重要走向，因此，未來有必要對「小泉後」時期的繼任

政府繼續進行研究。 
 
2006 年 9 月 20 日前官房長官安倍晉三一如外界預期地輕鬆打敗外相麻生太

郎與前財務大臣谷垣禛一，高票當選自民黨新任總裁，並於 9 月 26 日正式在臨

時國會中獲選為日本第 90 任首相，成為小泉的繼任者，也是第一位出生於戰後

的日本首相。中國總理溫家寶於同日發送賀電，並傳達「希望兩國能在三個文件

（1972 年日中共同聲明、1978 年日中和平友好條約、1998 年日中建立致力於和

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係聯合宣言）的基礎上，繼續努力發展善鄰、友好、

合作的雙邊關係」9，表達了希望在新政府時期能改善雙邊關係的意願。安倍也

同樣表達了欲與中國修復雙邊關係的意願，在其 9 月 26 日的首相就任演說中，

安倍提出五項未來的施政基本方針，其中第五項名為「轉換成為自主型的外交」，

除仍確立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的外交政策方向之外，安倍也強調將致力於與中國、

南韓、俄羅斯等重要鄰國開展面向未來雙邊關係發展的坦誠對話，10在演說後的

記者會上，安倍也再度強調一個和平發展的中國對日本是很重要的，而中國的發

展對日本本身的發展也有正面的幫助，因此未來將努力於發展雙邊關係。另外，

在 9 月 29 日的第一次國會施政演說中，安倍除強調要建立一個受世界各國信賴、

尊敬、喜愛並具有領導特質的美麗國家，在具體的外交政策方面，除將延續小泉

深化日美同盟合作的方向之外，對於日中關係之發展，安倍也主張要以經濟合作

為首，與中國這個重要的鄰國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廣泛、緊密合作關係，且在瞭解

到強化日中信賴關係對亞洲及國際社會的重要性之後，也將致力於發展面向未來

的雙邊關係，並為此進行坦率的雙邊對話。11 
 
雖然安倍首相在新上任之後不斷放出希望改善日中關係的訊息，然而，在觀

                                                 
9 “中国、関係改善に期待感 「日本と共に発展に努力」”(2006/9/26) 
http://www.asahi.com/special/060926/TKY200609260388.html (accessed 2006/9/28) 
10 “基本方針”(2006/9/26)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6housin.html (accessed 
2006/12/16) 
11 “第１６５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06/9/29) 
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 (accessed 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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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了安倍政府的人事安排後，也有人開始懷疑安倍是否是真心想與中國改善關

係。12這是由於安倍政府積極啟用了與安倍的政治信念相近，保守色彩強烈的閣

員，13被批評為是「鷹派內閣」，14例如沿用對中強硬的麻生太郎擔任外相、鹽崎

恭久擔任官房長官，並啟用被中方視為「年輕鷹派」的中川昭一擔任政務協調會

會長，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也在報導中提及中川昭一過去在教科書問題上對慰安

婦的強烈批判，並指稱此一立場與安倍首相相同，顯示中方對於安倍新政府未來

走向的憂慮。15對於眾所矚目的日中領袖會談，雖然受到留任的外相麻生太郎立

即宣稱，日中雙方正在協調希望能在十月促成兩國領袖會議，他認為新首相走馬

上任之時是個絕佳的機會，趁這個時機安排起來比較不費事，兩國外相對此點也

都認為沒什麼問題，16但是，由於中國政府提出除非日本新首相承諾不參拜靖國

神社的條件，麻生太郎卻僅表示，安倍首相並未明確表示是否參拜靖國神社，至

少在雙邊領袖會談結束後不會馬上參拜靖國神社，17顯示未來日中兩國對於參拜

靖國神社的歧見可能將持續存在，這也使得雙邊改善關係的前景並不樂觀。 
 
2006 年 10 月 8 日安倍首相終於踏上北京的土地，不但完成已中斷五年多的

雙邊領袖互訪，更是二戰以來第一次有首相將中國選為其就任後的首次出訪國，

表現出安倍政府對中國的重視，以及日本國內普遍期望儘快改善日中關係的事

實，而中方也是將安倍此行定位為「正式訪問」，高規格地予以接待，同時在領

袖會談結束後也正式發表了聯合新聞公報，也是自 1998 年江澤民訪日以來兩國

首次在領袖會後發表共同文書，18一般認為是中方也有意向日本釋出改善雙邊關

係的善意，且將此行視為日中恢復關係的契機。19而在「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當

中，兩國也達成了多項重要協議，包括：第三點—正視歷史、面向未來，妥善處

理影響兩國關係發展的問題，讓政治與經濟兩輪一起強力運轉，帶動日中關係朝

向更高層次的發展階段，努力構築立基於共同戰略利益的雙邊互惠關係，實現日

中兩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惠合作、共同發展的崇高目標；第五點—中方強

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並將與以日本為首的亞洲各國共同發展、共同繁

                                                 
12 “安倍内閣発足 果たしてどこへ行く”(2006/9/27) 
http://www.asahi.com/paper/editorial20060927.html#syasetu1 (accessed 2006/9/28) 
13 “首相補佐官を増強、官邸主導で「安倍カラー」浸透狙う”(2006/9/26) 
http://www.asahi.com/special/060926/TKY200609260374.html (accessed 2006/9/28) 
14 “野党「タカ派内閣」と批判…小沢氏、衆院本会議に出席”(2006/9/26)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fe6900/news/20060926ia22.htm (accessed 2006/9/28) 
15 “中国紙、２人の「中川氏」に対照的な見方”(2006/9/26) 
http://www.asahi.com/special/060926/TKY200609260136.html (accessed 2006/9/28) 
16 “麻生：正在安排十月舉行中日高峰會”(2006/9/2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0928/5/4lsz.html (2006/9/28) 
17 “日外相僅承諾安倍不會在中日峰會後立刻參拜，關係修補無望？”(2006/9/28) 
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hotnews-4900.asp (2006/9/28) 
18 在此需要說明的是，2001 年 10 月前首相小泉訪問中國時，剛好是在 911 事件發生後，因碰上

阿富汗戰爭而縮短成為僅有一天的緊湊行程，中方是以「工作訪問」的規格來接待，沒有檢閱儀

仗隊、鳴 19 響禮炮等盛大儀式，也沒有歡迎晚宴，此外，雙邊領袖會談過後也沒有發表任何共

同聲明或文件。 
19 聯合報，民國 95 年 10 月 8 日，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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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日本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與改革開放為國際社會帶來巨大的良機做出積極評

價，另一方面，日方強調，日本自戰後六十多年來一直朝向和平國家的道路發展，

今後也將繼續朝此方向發展，中國對此也做出積極評價；第六點—雙方為使東海

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同意將堅持對話與協商，妥善解決意見紛歧之問題，

同時也將加速東海問題協商的進程，堅持共同開發的大方向，探尋雙方都能接受

的解決方法；第七點—雙方同意在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文化等領域促進各

層級的交流與合作，其中不但將透過日中安全對話與國防交流來增進雙方在安全

領域上的互信之外，也將在年內舉行學術性的歷史共同研究；第八點—雙方同意

加強在國際與區域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包括對最近北韓核試爆等朝鮮半島情勢

表達深表憂慮，同意應推進六邊會談的進程，透過對話與協商，共同致力於實現

朝鮮半島的無核化，維護東北亞的和平與安定，此外，雙方也贊成聯合國安理會

應進行必要且合理的改革，並將就此議題強化對話。20 
 
對於這場眾所矚目的領袖會談，日中媒體普遍給予相當好的評價，在日本方

面，對於安倍首相能夠打破小泉時期的僵局，成功出訪中國與南韓，普遍都相當

讚揚，認為此行改善了因小泉參拜靖國神社而造成日中關係惡化的情形，21成功

地恢復在小泉時期一度中斷的雙邊領袖交流，而選擇中國作為其就任首次出訪國

也顯示安倍政府對小泉亞洲外交路線的修正，22就連左派的朝日新聞也讚揚安倍

選擇中國作為其上任後出訪首站，顯示新政府對改善日中關係的重視與決心；23

而中方媒體不但事前皆以「破冰之旅」來報導安倍此行，表現出中方對於改善日

中關係的期待之外，24也一改在安倍就任之初的批判立場，在歷史問題上做出較

為穩健的發言，並特別強調安倍此次訪中的重要性與意義，意在瞄準中國國內的

強力反日派，為此次日中領袖會談提供正當性。25安倍此行除了代表日中雙邊關

係發展的一個轉機之外，北韓揚言核試爆的問題也成為雙邊會談中的一個重要焦

點，尤其是日本媒體更是紛紛強調對中國發揮影響力阻止北韓進行核試爆的期

待，26而此行日中雙方也確實就合作阻止北韓進行核試爆立場達成一致共識，北

                                                 
20 “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2006/10/8)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cn_kr_06/china_kpress.html (accessed 2006/12/16) 
21 “首相、きょうから中韓訪問…核実験阻止へ日中結束”(2006/10/8)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fe4100/news/20061008i101.htm (accessed 2006/10/16) 
22 “安倍首相：きょう日中首脳会談 比重増すアジア外交、初外遊で訪中は歴代初”(2006/10/8) 
http://www.mainichi-msn.co.jp/kokusai/asia/china/news/20061008ddm002010103000c.html (accessed 
2006/10/16) 
23 “China, S. Korea Summits”(2006/10/6) 
http://www.asahi.com/english/Herald-asahi/TKY200610060130.html (accessed 2006/10/16) 
24 “「厚い氷打ち砕く」 中国メディア、首相訪中に期待感”(2006/10/5) 
http://www.asahi.com/special/050410/TKY200610050296.html (accessed 2006/10/16) 
25 “中国メディア、批判論調を封印 安倍首相訪中控え”(2006/10/7) 
http://www.asahi.com/special/050410/TKY200610070237.html (accessed 2006/10/16) 
26 “日中首脳会談：首相が胡主席と初会談 関係改善探る”(2006/10/8) 
http://www.mainichi-msn.co.jp/kokusai/asia/news/20061009k0000m030038000c.html (accessed 
2006/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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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核試爆問題反而促成了日中兩國在朝鮮半島議題上的團結一致。27 
 
最後，針對此次安倍訪中之行與新政府的對中政策，筆者欲運用前文第四、

第五章中分析小泉時期日中關係所提出的正負面因素，參考前述「日中聯合新聞

公報」以及截至 2006 年底為止的相關會議紀錄、談話與新聞評論，就未來安倍

時期日中關係可能之發展情勢稍作預測。 
 
首先，在有助於雙邊關係發展的正面因素方面，經貿投資應仍將是日中關係

最重要的黏著劑，安倍在與溫家寶會晤時便強調「日中兩國在經濟發展上相互依

存，給雙方都帶來重要利益，值得我們珍惜，我主張要使政治經濟兩個輪子都強

有力地運轉起來，從而推動兩國關係邁上更高的層次，並為亞洲和世界的發展做

出貢獻」，而溫家寶在提出對未來日中關係發展的建議中，第三點也強調「要完

善雙邊經濟技術合作機制，制定各領域的中長期合作規劃，力爭雙邊經貿關係有

更大的發展」。28而安倍在與胡錦濤會晤時也再度強調「日中經濟相互依存，中

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推動了日本經濟的復蘇和增長」，而胡錦濤在提出實現日中

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建議中，第二點也強調「要深化互利合作。採取切實措

施，擴大雙方在貿易、投資、科技等領域的合作，尤其要加強能源、環保、資訊

通信技術、金融等領域的合作，實現互利互惠、共同發展」。29而從過去雙邊貿

易與投資金額的走勢、雙邊經濟結構與世界經濟情勢來看，大致也能想見未來雙

邊經濟關係應仍將不斷緊密發展，經濟受政治危害的可能也在新政府上台後受到

緩解，而，再加上「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第七點中也提出在經濟領域推展部長級

對話、相關部門之間的磋商和官民對話，顯示日中也已逐漸建立並強化雙邊經貿

糾紛的解決機制，期以協商、對話方式解決經貿糾紛，免於損害到整體雙邊關係，

因為整體而言，雙邊貿易往來與日本的投資仍有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有益於

日本的經濟復甦，構成雙邊關係的共同利益基礎，因此經貿投資應仍為有利於雙

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助力。 
 
在區域穩定及部份國際性問題上，尤其是在北韓進行核試爆之後，朝鮮半島

問題再度成為日中雙邊會談的焦點議題，也再度成為雙方合作的誘因，「日中聯

合新聞公報」第八點中提及雙邊同意應推進六邊會談的進程，透過對話與協商，

共同致力於實現朝鮮半島的無核化，維護東北亞的和平與安定，會談中，溫家寶

與胡錦濤也分別提出雙方未來應「加強對區域問題的磋商，推進東亞區域合作，

為亞洲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貢獻」，且要「加強兩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溝通與

                                                 
27 “首相、きょうから中韓訪問…核実験阻止へ日中結束”(2006/10/8) 
http://www.yomiuri.co.jp/feature/fe4100/news/20061008i101.htm (accessed 2006/10/16) 
28 “溫家寶總理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行會談”( 2006/10/08)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75244.htm (accessed 2006/12/16) 
29 “胡錦濤會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06/10/08)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75255.htm 
(accessed 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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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共同構築全方位、寬領域、多層次的中日友好和互利合作的新格局」。從

上可知，在區域方面仍以北韓核武問題為雙方合作焦點，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

持續舉行六邊會談、維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以及以和平方式解決北韓核武問題等

四項主張仍然是日中兩國在朝鮮半島的共同利益，即使在北韓已成功進行核試爆

之後，日中雙方在此議題上的合作情勢仍未改變。此外，日本還希望中國能發揮

影響力，支持日本就「拉致」問題與北韓交涉，安倍首相在會談中也特別向中方

表達解決此問題的重要性，並希望能獲得中方的理解與協助，30而此點仍將有助

於日中雙邊在北韓問題上的合作。另外，在日本爭取成為安理會常任理事國部

份，即使目前雙方對此問題仍未達共識，但日本已提出希望繼續與中國就安理會

改革問題加強對話與磋商，在「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第八點中，雙方也贊成聯合

國安理會應進行必要且合理的改革，並將就此議題強化對話，雖然雙方目前在此

議題上仍存有不同的立場與意見，但能同意對此議題強化對話至少已算是一個好

的發展。而在一向被認為兩國利益衝突的安全議題上，「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第

七點也提出「將透過日中安全對話與國防交流來增進雙方在安全領域上的互

信」。而有關日本對中 ODA 之終止，雙方在此行中雖未提及，但由於雙方早已

對此問題達成協商解決、圓滿結束的共識，中方也有越來越多人能瞭解並接受此

發展，因此，未來兩國若能確實以協商方式妥善處理此問題，應仍將有利於提升

雙邊關係的良好氣氛。 
 
其次，在雙邊關係發展的負面因素方面，歷史問題是中方在會談中的重點之

一，不但在「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第三點中再度強調要正視歷史、面向未來，第

七點中也提出要在年內舉行學術性的歷史共同研究，2006 年 12 月底雙方也確實

在北京舉行了第一回合的會談，可說是相當好的發展，然而，由於安倍在過去曾

經多次參拜過靖國神社，就任後也一直對參拜問題採取曖昧的態度，即「過去有

沒有參拜過，未來會不會去參拜，我都不會說」，這種曖昧的策略雖然暫時讓他

躲避了參拜問題，也成功實現訪中之行，然而，由於安倍在其著作「美しい国へ」

中曾寫到「下任首相也應該參拜靖國神社」31，中方對此也相當關注，且由於日

中雙方對於歷史認知的差異依舊存在，日中第一回合歷史共同研究會中便發現日

中雙方的歷史認知落差大得很誇張，32且在民間的反中、反日民族主義仍然存在，

因此如果安倍最後真的去參拜靖國神社，這種曖昧的外交策略到時候反而可能會

對日中關係造成更嚴重的反效果，33雙方都需要特別注意。 

 

                                                 
30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中国訪問（概要）”(2006/10/8)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cn_kr_06/china_gaiyo.html (accessed 2006/12/16) 
31 濱本良一，〈中国は安倍政権に歩み寄れるか〉，《中央公論》，2006 年 10 月，頁 112。 
32 “「歴史認識のギャップは誇張」…日中研究初会合が終了”(2006/12/27) 
http://www.yomiuri.co.jp/politics/news/20061227ia25.htm (accessed 2006/12/28) 
33 “China Hails Visit From Japan's Leader”(2006/10/8) 
http://www.nytimes.com/reuters/world/international-japan-china.html?hp&ex=1160366400&en=cb8ce
eaa8dd71eea&ei=5094&partner=homepage (accessed 20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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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領土爭議上，「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第六點特別提出東海問題，雙方同

意將堅持對話與協商，妥善解決意見紛歧之問題，同時也將加速東海問題協商的

進程，堅持共同開發，探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雖然在小泉時期雙方就東

海相關問題間的協商談判因雙邊政治氣氛不佳而成效不彰，但仍有建立熱線、成

立技術專家會議等制度性的進展，若在安倍時期雙方能創造有利於繼續此種解決

機制的政治氣氛的話，那麼未來或許反而有助於雙邊的合作。 
 
在對台灣議題的態度上，安倍在此行重申了日本對台政策不變的方針，胡錦

濤在雙邊會談中也特別要求日本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妥善處理台灣問題，不過

由於安倍曾主張把台灣納入日本發展對外關係的重要一環，34也曾提及日本強化

與亞太國家的友好關係，在思考上有必要把台灣納入此一區域，35但由於中國對

於台灣議題十分敏感，因此日本對台政策未來可能仍將不會有太大的變化，但可

以確定的是，從 2005 年日美二加二會談將台灣海峽列入雙邊共同戰略目標後，

日本已越來越注意台灣海峽的重要性，且日美在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合作上

亦已成形，在日美合作的形式下介入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也確實增加，而隨著日本

的逐漸介入，台灣問題也恐將逐漸發展成為未來日中之間的最大問題。 
 
在雙邊對安全的認知差異上，前述在小泉時期所發生的日中兩大國關係變遷

所造成的摩擦可能依舊存在，中國依舊持續進行其軍事擴充與現代化，安倍過去

主張要修改日本和平憲法、要成為「正常國家」的立場也似無變化，強化日美同

盟合作也仍舊是安倍政府外交政策的基軸，未來日美同盟也可能將持續朝向深化

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方向發展，短時間內日中雙方對安全的認知差異仍舊存在，

雙方互視為安全威脅的情況也將會持續，除非雙方能不斷透過「日中聯合新聞公

報」第七點的日中安全對話與國防交流來增進雙邊在安全領域上的互信，否則此

兩大國在各自發展軍事權力的過程中可能還將會有一些摩擦。 
 
在國際經濟舞台上，日中競相與東南亞進行自由貿易合作的情況仍將延續，

而在南太平洋的競賽亦已悄悄展開，且安倍在其第一次國會施政演說中亦曾強調

要建立一個受世界各國信賴、尊敬、喜愛並具有領導特質的美麗國家，這不但顯

示了新政府未來有意在國際社會與對外關係中發揮外交自主性、彰顯日本的領導

權，可能也預示了未來日中兩國在區域主導權上的競爭將更加白熱化。另外，由

於全球資源日漸減少的情況不變，中東情勢仍舊不安定，日中為分散能源供給來

源仍將持續朝向積極探勘新油源的方向發展，因此兩國在全球競逐能源的情況可

能有增無減，除了俄羅斯與東海之外，中亞和非洲地區也開始可見兩國競賽的身

                                                 
34 “安倍政權 有利我外交”(2006/9/21)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21/today-fo3.htm (accessed 2006/9/29) 
35 楊鈞池，“後小泉時代的台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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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只要是天然資源蘊藏豐富的地區都有可能成為兩國的新戰場，此種戰線擴大

的趨勢在未來可能為雙邊關係的發展埋下更多地雷。 
 
最後，值得特別提及的是，在「日中聯合新聞公報」第三點中提到了「雙邊

同意要努力構築立基於共同『戰略利益』的雙邊互惠關係」，依照中國以往的外

交活動來看，只有在與美俄兩個大國在處理國際性議題時，才會稱與美俄是「戰

略關係」，而過去只將日本定位為有「友好合作關係」的國家，因此，此次雙方

明白將實現戰略利益上的互惠關係寫入共同文書中，也代表了對日關係在中國整

體外交政策上的「升格」，36顯示中國對日本的重視，目前雖還看不出此項發展

對於雙邊關係是好是壞，但至少能確定日中兩國都提升了對方在本國外交政策中

的重要性，應將會更慎重、更用心地去處理雙邊關係未來的發展，而這也將是今

後應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 
 

                                                 
36 “張石:安倍訪中背後--自民黨與中國聯手封殺首相參拜”(2006/10/11) 
http://www6.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6_10_11_11_30_38_830.html (accessed 
2006/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