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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日本與南韓共同宣言－邁向 21 世紀的新日韓夥伴關係 

1998年 10 月 8 日（東京） 

 

一． 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總統金大中夫婦作為日本的國賓，於 1998年

10 月 7 日到 10 日正式訪問日本。金大中總統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進行會談。兩

國領袖在總結過去，及確認目前友好關係的同時，也對未來應有的景象交換意

見。透過此次高峰會議，兩國領袖共同宣布將 1965年建交以來的友好關係，提

升到更高層次，以期建立日本與南韓二十一世紀的新夥伴關係。 

 

二． 兩國領導人同意，日本和南韓應真誠面對過去，並相互諒解與信賴，發展

彼此關係。小淵首相坦承，日本在過去殖民統治的時期，造成南韓人民的重大損

害和苦難，為此至表悔意並由衷道歉。金大中總統提出，如今兩國需要擺脫不幸

的陳年往事，憑藉和解與睦鄰的友好合作，致力發展著眼於未來的關係。此外，

兩國領袖同意，兩國人民尤以年輕世代，需要加深對歷史的認識，應該強調更多

的關切與努力。 

 

三． 兩國領袖同意，日本與南韓過去有著交流合作的悠久歷史，且自 1965年建

交以來，在各領域皆有密切友好的合作。對於南韓人民不斷努力，國家的快速發

展，民主化的成功，成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小淵首相深表敬意。金大中總統高度

評價，日本戰後和平憲法下的專守防衛，非核三原則的安全保障政策，以及對世

界經濟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支援等，日本對國際社會和平繁榮的作為。兩國領袖

表明，將強化民間廣泛交流，及互相理解，來發展今後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等

理念的合作關係。 

 

四． 兩國領袖同意在政治、安全保障、經濟，及人文交流等領域中發展更高層

次的關係。同時，兩國領袖也認知到兩國的伙伴關係，不僅在二國之間，更影響

亞太地區，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此外，也認知到在尊重人權，及地球環境

等領域上，攜手共進的重要性。因此，兩國領袖決定基於 20 世紀的日本與南韓

關係，朝向真正的互相理解與合作，邁向 21 世紀，構築新的兩國伙伴關係為目

標，並製作本宣言的附加行動計劃來具體實施此合作關係。兩國外長作為總召，

定期確認日本與南韓伙伴關係的合作進展。 

 

五． 兩國領袖同意，為了發展更高層次的關係，促進兩國的協商和對話。兩國

領袖決定，維持及強化雙方領袖過去的緊密互訪，強化以外長為主，定期的部長

協商。同時，兩國領袖決定儘早召開日本與南韓閣僚懇談會，設置相關閣員自由

交換政策意見的場所。此外，兩國領袖評估到目前為止，日本與南韓雙方議員交

流的效果，決定歡迎今後兩國間議會聯盟的活動，促進 21 世紀下一代年青議員

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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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兩國領袖為了構築冷戰後國際社會和平安全的秩序，認知到日本與南韓兩

國需要積極合作。兩國領袖為了有效應對 21 世紀的課題與挑戰，同意強化聯合

國與安理會的功能，加強秘書處的效率，確保穩定的財政來源，支持聯合國維和

行動，施行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計畫。金大中總統感謝日本所扮演的角

色，及其對聯合國，以及國際社會所做的貢獻，希望這些貢獻和角色能夠繼續擴

大。同時，兩國領袖在裁軍及禁止核武擴散的重要性下，尤其是大規模毀滅性武

器對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決定共同在此領域上強化合作。兩國領袖歡迎

進行安全與和平的對話，以及不同層次的國防官員交流，並加強這些對話和交

流。兩國領袖還同意與美國維持雙邊的安保體制，並同意為了謀求亞太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促進相關國家進一步的對談是至為重要的。 

 

七． 兩國領袖同意，為了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透過建設性的對話，謀求北

韓的改革與開放是極為重要。小淵首相表明支持金大中總統的北韓政策，在堅固

的安全保障下，積極地對北韓和解。對此，兩國領袖期望，在 1992年 2 月生效

的，南北韓和解、不可侵犯及交流合作同意書的有效履行，以及四邊會談的順利

進行。同時，兩國領袖還肯定，維持北韓和美國 1994年 10 月的核武框架條約，

以及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的重要性。兩國領袖同意，如果聽任北韓發展飛彈，

將對日本、南韓和整個東北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產生負面影響。兩國領袖就兩國

緊密推動北韓政策，強化各層級的政策協商上達成共識。 

 

八． 兩國領袖為了發展與維持，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體制，以及促進亞洲金融

再生等結構問題，同意一邊克服各自經濟課題，一邊強化彼此經濟互相合作的關

係。對此，兩國領袖強化二國經濟政策的協商，協調彼此在世界貿易組織，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多邊組織的政策。金大中總統高度評價，

過去日本在金融、投資、技術移轉等經濟方面對南韓的支援，也說明南韓對目前

經濟問題的諸多努力。小淵首相則解釋日本振興經濟的措施，以及提供亞洲國家

克服難關的經濟援助，並有意支持南韓克服經濟困難，由日本輸出入銀行給予南

韓適當的財政融資協助。兩國領袖竭誠歡迎以聯合國海洋法條約為基礎的新兩國

漁業協定，期待新的漁業秩序，及兩國漁業關係能夠順利發展。此外，兩國領袖

歡迎新日本與南韓租稅條約的簽署。兩國領袖亦加強在投資、貿易、產業技術、

科學技術、情報通訊、勞資交流等各領域的交流合作，並將兩國社會保障協定納

入考量，在未來的適當時機，進行社會保障制度的意見交換。  

 

九． 兩國領袖同意，對於國際社會安全與福祉的新威脅，兩國政府需緊密配合

來解決跨國與全球性的諸多問題。關於地球環境問題，尤其是溫室效應的氣體排

放限制，強化以酸雨為主等問題上的合作，兩國領袖決定推動環境政策的對話。

同時，在援助方面，為了強化對開發中國家的支援，兩國需加以協商。此外，兩

國領袖同意就日本與南韓引渡條約的締結開始協商，強化兩國在毒品、興奮劑為

主等國際犯罪集團問題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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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兩國領袖同意為了有效推廣各領域的合作，不僅在政府間交流，人民也須

有深入理解的多項交流，決定擴充兩國人民人文交流。兩國領袖不但支持民間合

作，以期 2002年的世界杯足球賽圓滿成功，並加強文化與體育間的交流。兩國

領袖同意促進研究人員、教師、記者及市民團體等民間及區域間的各階層交流。

兩國領袖為了促進交流與互相理解，決定簡化以往的簽證制度。此外，兩國領袖

為了有助於彼此交流的擴大，和增進相互理解，計畫以中學生等留學生為主，來

擴大青少年交流，自 1999年 4 月開始導入以青少年為對象的工作假期制度。同

時，兩國領袖認知到，在對方境內的國人，可負起作為民間互相交流與理解的橋

樑，遂提升他們在兩國協商中的地位。兩國領袖高度評價論壇及歷史研究共同委

員會等，對兩國間知識交流的意義，並繼續支持這樣的努力。金大中總統在其國

內開放日本文化的方針，獲得小淵首相的歡迎。  

 

十一． 小淵首相和金大中總統，為了邁向 21 世紀的新兩國夥伴關係，期待兩國

人民的廣泛參加，並努力發展更高的層次，除了對兩國人民分享此共同宣言的精

神，更呼籲大家一起進行新兩國夥伴關係的建築工作。  

 

日本首相           小淵惠三  

大韓民國總統       金大中  

 

 

 

 

 

 

 

 

 

 

 

 

 

 

 

 

 

 

 

 

資料來源：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yojin/arc_98/k_seng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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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日本與南韓共同宣言－邁向 21 世紀的新日韓夥伴關係行動計畫 

1998年 10 月 8 日（東京） 

 

ㄧ．擴充兩國對話管道 

●緊密、定期的高峰會議 

    日本首相和南韓總統之間，ㄧ年至少有 1次會談，促進兩國領袖交換意見。  

●外長及其他部長間緊密交流 

    以外長會談為主，加強兩國部長間的緊密聯繫，增進政策協調的信賴感。  

●閣僚懇談會 

儘早召開的兩國閣僚懇談會，讓閣僚齊聚一堂自由交換意見。  

●議員交流（包含國會活動）  

   擴大議會為主的兩國議員交流。特別在 1998年度的兩國間聯合議會中，女

性議員交流特別委員會的意見，同時讓既存的 21 世紀委員會更加活躍，歡迎委

員會積極討論青少年交流及兩國青少年問題。此外，期待兩國年青議員間自發性

交流的擴大。  

●互相派遣年青外交官 

因為兩國關係的發展，在於專家培育的成功，首先兩國要互相派遣年青外交

官進行研修與交流。 

 

二．為國際社會和平與安全一起合作 

●在聯合國的合作 

    為實現聯合國改革積極合作。對此，南韓期待日本以聯合國為主，對國際社

會的貢獻和作用，今後，日本亦要增加這樣的貢獻和作用。兩國定期召開在聯合

國相關部門的協商，強化在聯合國的政策合作。支持聯合國秘書長的建議，召開

聯合國二千年紀念大會。  

●在裁軍及禁止核武擴散問題的合作 

基於東北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飛彈投射系統的擴散是對此區和平與安定

極為重要的共通下，強化兩國的合作。繼續督促北韓遵守禁止核武擴散條約，及

國際原子能組織保障措施協定的履行，以及簽署全面禁止核武試爆條約，及禁止

化學武器公約。在裁軍及禁止核武擴散問題的瓦聖那協議（Wassenaar 

Arrangement）框架下，及在核供應集團 （NSG）召開國際出口管制會議時，強

化兩國的協商與合作。 

●日本與南韓安全保障對話 

為了增進安全保障領域的互相理解和信賴，今後至少一年 1 回，進行自今年

（1998年）6月開始的安保對話。下次安保對話將於 1999年召開。  

●日本與南韓防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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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日本防衛廳及南韓國防部間的防衛交流。為此，從兩國國防部部長的互

訪開始推動各層人員的交流，擴充防衛的各種對話管道，及推動留學生交換的教

育交流。並繼續安排艦艇互訪等部隊間的交流。  

●區域多邊安全保障對話 

為了促進雙方信賴及預防外交，讓實質解決糾紛的東協區域論壇進一步發

揮，而積極強化兩國合作。並合作推動東北亞安全保障上的多邊協商。  

●改善南北韓關係及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 

兩國不但認同，南北韓的對話確實能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和落實遠久

的和平，並期許四邊會談能夠樹立新的和平體制。 

●強化日本與南韓的北韓政策 

除了繼續協調日本、南韓、美國等三國間的政策，並強化日本與南韓兩國間

的政策協議，包含兩國部長級的協議。協議則涵蓋北韓政策，北韓核武開發及其

飛彈的開發、裝備、相關物資與技術移轉等問題，與對北韓的經濟關係。 

●限制北韓核武器開發 

兩國不但認可維持 1994年 10 月美國與北韓核武框架協議的重要性，並重新

表明對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的承諾。  

●亞歐高峰會議 

透過亞歐高峰會議的活動，讓亞歐間多元化的國家交流與合作更加活躍。兩

國共同為 2000年第 3次漢城亞歐高峰會議的召開而合作。 

 

三．強化經濟合作關係  

●實現自由繁榮的世界經濟 

 兩國在世界貿易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國際與區

域組織的政策上合作，積極謀求世界經濟的安定發展，多元自由貿易體系的強

化，及亞太地區的安定與發展。對此，兩國間須更加緊密的協商。  

●兩國經濟合作關係  

   可活用日本與南韓閣僚懇談會，交換相關經濟政策的意見。並依據彼此新的

經濟情勢，進行包含高層次的協商。兩國不但共同合作克服亞洲金融危機，亦在

處理新國際經濟問題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加強合作。  

●對南韓經濟援助  

 日本，為了支援南韓金融危機，運用適當的財政融資，由日本輸出入銀行提

供約 30 億美元的融資。  

●日本與南韓投資交流  

 為了促進彼此的投資交流，今年 5 月日本已派遣大型投資調査團，亦高度評

價金大中總統在此次訪日時，所帶來的南韓投資勸募團，並期望這些活動能延續

下去。兩國除了召開政府民間投資促進協調會，作以投資雙方的會商，及處理投

資紛爭，促進政府民間投資的一體化。亦進行投資問題的政府間協商。  

●日本與南韓漁業協定  

    以聯合國海洋法條約為基礎，建立兩國新的漁業秩序，漁業協定的交渉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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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極高評價。今後，兩國須儘早取得新協定生效的國内必要程序，為建立新的漁

業秩序繼續合作。  

●日本與南韓租税條約  

   歡迎這次兩國租税條約的簽署，期待此舉能促進兩國間投資及人才的交

流。今後，為新條約的生效應迅速取得國内必要程序。  

●擴大貿易及産業技術  

   兩國擴大彼此產業技術的合作，追求兩國貿易平衡。尤其在產業技術人材

培養的合作，加強南韓生產率的提高，及產業技術的交流。 

●産業交流  

   兩國透過交流團的交換，加深在電子、情報産業的交流。並支援南韓振興零

件業的商品展覽會。 

●基於日本與南韓科學技術合作協定，進行腦部科學等新領域的共同研究。  

●情報通信  

   兩國郵政大臣會商，確認目前亞太信息通訊基礎實驗計畫的共同研究，促進

民間多媒體的交流，以及推動情報通訊領域的研究交流。   

●電腦千禧年問題 

 就影響極大的千禧年問題，兩國積極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等國際組織中合作。  

●智慧財產權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下，為了兩國經濟關係的健全發展，促進智慧財產權的

有效保護，進行情報交換及人力交流。兩國不但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亦在世

界貿易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的國際談判中積極合作。 

●電子商務  

 為了促進全球電子商務的引進，兩國持續交換這方面的基本原則與政策，並

共同合作來推動。  

●農業  

   兩國加強農業的高層對話。  

●政府與勞資雙方交流  

   為協調在經濟發展與勞動條件上的均衡，兩國政府及勞資雙方相互訪問，強

化交流。  

●社會保障  

   促進兩國社會保障的合作，在未來適當時機，將社會保障協定納入考量，交

換有關當局的情報意見。  

●減輕自然人為災害  

 透過災害應對制度、防災體制及施行等的情報交換，推動兩國的合作。  

●兩國企業交流 

  為了今後經濟關係的發展，擴大兩國包括年輕業者的企業交流。  

 

 



- 143 - 

四．在全球問題上合作  

●環境  

  在環境保護委員會，兩國進行有關環境政策的對話。並積極致力於全球環境

問題的對應。尤其是，兩國認同氣候變動的重要，在氣候公約第 4回國際會議上

合作，積極處理京都議定書未解決的課題。面對酸雨，海洋污染等問題，強化東

北亞環境的合作，密切進行有關國家的部長協商，及在環境框架下推動合作。亦

開始在內分泌攪亂化學物質（所謂環境荷爾蒙）進行調查與研究。並討論在環境

領域互相交流的可能性。 

●援外  

  強化目前為止兩國的援外政策協商，援助區域開發中國家，進一步在援助政

策、援助實績、援助手法及援助輿論等交換情報。進一步發展日本國際合作機構，

與南韓國際合作組織間，包含職員交流的合作及聯合行動。兩國推動相關的援外

協商，並對亞非合作的重要性達成共識，共同合作推動 1998年 10 月在東京的第

2回非洲發展會議，及 1998年 12 月聯合國非洲及最貧困國特別調整室，在漢城

「振興出口的亞非合作論壇」等活動。對於南韓重視開發中國家的兒童保護，如

1997年 5 月在漢城設立國際疫苗研究所等的活動，日本表示理解。 

●和平使用核能  

  為了和平利用核能，兩國進一步在核能發電的安全性、放射線防護、環境監

視、放射性同位元素，及放射線研究與應用等領域上合作。利用兩國核能會議來

交換意見。為了增進亞洲核能的安全性，兩國除了強化亞洲核能安全會議等的核

能安全合作之外，還透過亞洲核能框架進行合作。 

●引渡條約  

  兩國開始就逃亡的罪犯，進行引渡條約的協商。  

●強化國際犯罪組織對策  

  兩國密切合作處理毒品、興奮劑等的國際化犯罪活動。就目前為止在毒品、

興奮劑等共通課題的合作，摸索與周邊國家的聯合，朝向今後更有效的處理方式。   

 

五．擴大民間及文化交流  

●2002年世界盃足球賽為契機的民間交流事業  

  兩國繼續共同合作舉辦 2002年世界盃足球賽上。對此，進行世足賽警備上

的相關合作。開始調整比賽期間的簽證發行及審查，讓第三國的相關人員，傳播

人員及觀眾等各國人民進出容易。並捉住世足賽的合作機會，推動各種兩國體育

交流的比賽，擴大民間交流的領域，召開產業技術，物產的展示會。同時，把握

2002年世足賽的機會，吸引外國觀光客，及促進觀光交流，增加觀光宣傳及調

整相關制度。  

●日本與南韓民間交流  

  邁向 21 世紀新時代的交流，兩國人民共同在國際社會問題等廣泛領域中合

作。為此，兩國積極促進在環境、振興區域、國際合作等共同研究計畫，與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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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流，包含研究人員，教師，記者，非營利組織，市民團體，地方團體等各層

級的往來活動。兩國決定促進人員來往，儘可能簡單化簽證手續，為此更加緊密

的協商。自 1998年 12 月起，免除外交公務人員的簽證。亦透過人員互動的增加，

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等領域的交流。兩國航空當局的合作應繼續努力。  

●青少年交流 

  為了將來良好的雙邊關係，兩國再次確認兩國留學生、青少年間交流的重要

性。日本，接受南韓理工的留學生，今後 10年為目標，達成 1000 名日本理工大

學的南韓留學人數。亦支援 1999年夏第 2回「日本與南韓青少年論壇」等青少

年交流活動。為促進下一代青少年的交流，以青少年為對象，自 1999年 4 月起，

可在他國停留一年來學習彼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並有工作假期的制度。甚至，

推動中學生等年輕世代間的交流。為此，兩國實施中學生交流活動，今後 10年

間，預計 1萬人及 10 億日幣規模的活動。  

●學術交流  

  為加深對歷史的瞭解，支援與獎勵民間共同研究，及其他社會人文、自然科

學領域的研究活動，以及翻譯出版事業等。在日本與南韓論壇中，兩國感受到知

識交流的重要性，在既存架構下支持知識的交流。亦歡迎民間有識之士的自主交

流網絡，在此，對於兩國共同課題的解決，期待民間有識之士的共同研究。此外，

支持兩國大學交流及大學間協定的締結。  

●區域交流  

  兩國認同區域交流可增進人民相互理解與信頼的重要性。在區域國際化的時

代，積極支持區域間多元的交流與合作。為增加區域交流，充實南韓引進外籍教

師計畫，促進地方自治間的交流，儘可能支援在光州日本週等區域的文化交流活

動。  

●文化交流 

  南韓，向日本傳達開放國内日本文化的方針。以日本與南韓 1992年及 1994

年的文化通訊活動成果為基礎，兩國推動包含民間地方層級的各種文化交流。此

外，透過青年藝術家、文物專家等的交流，派遣及招聘現代舞台藝術和民俗文藝

等文化的交流，擴大文物修復的共同研究。  
 

 

 

 

 

 

 

 

 

 

 

 

 

 

資料來源：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KR/19981008.O1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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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日本與南韓經濟議程 21－迎向 21 世紀兩國經濟關係緊密化 

1999年 3 月 20 日（漢城） 

 

  日本與南韓試圖更進一步，活化兩國間貿易及投資等經濟活動，讓經濟關係

緊密化，也讓迎向 21 世紀的經濟夥伴合作關係更加堅固。有鑑於此，兩國移除

橫梗於彼此間的經濟障礙，像是妨礙兩國經濟發展的規則，或經濟活動的制度差

異。在以下的重點領域中積極合作。 
 

ㄧ．促進投資 

  兩國以早日締結日本與南韓投資協定為目標，開始進行協商。兩國將促進投

資作為談判的基本方針。 

 

  日本與南韓於 1999年秋，在日本召開第 2回兩國政府民間投資促進會，加

強政府民間一體化的合作來促進投資。關於日本企業的投資改善要求，日本已看

到南韓方面的積極配合，兩國持續進行關於投資問題的政府間協議。 

 

二．租稅條約 

  日本與南韓早日讓 1998年 10 月簽署的兩國新租稅條約生效，促進更進一層

資本及人力資源等的交流。 

 

三．基準、認証領域的合作 

（1）相互承認領域的合作 

  日本與南韓，一方面，確保本國人民安全及維持社會秩序等問題，另一方面，

促進兩國間商品與服務等貿易便捷化，互相尊重對方制度，安排在對手國中進行

評估，並開始就這個領域合作的可能性，來交換情報與討論。 

 

（2）標準領域的合作 

  兩國除了共同合作來調整國內規格的國際化，以及開發國際規格的標準化。

也尋求在標準認證領域合作的可能性。有鑑於此，兩國開始為了標準化領域中的

合作，進行情報交換與討論。 

 

四．智慧財產權領域的合作 

  兩國為了構築智慧財產權領域的共同基礎，兩國在協調審查基準、處理盜版

問題，以及在世界貿易組織，與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組織中進行合作，共同追

求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有鑑於此，兩國推動情報合作、審查官交流計畫，以及

舉辦研討會等活動。 

 

 

資料來源：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korea/agenda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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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南北韓共同宣言 
2000年 6 月 15 日（平壤） 

    依照全體同胞希望祖國統一的崇高意志，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金大中

總統和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北韓）金正日國防委員長，於 2000年 6 月 13 日到

15 日在平壤進行歷史性的會晤，並召開高峰會議。  

 

  南北韓雙方領袖高度評價，在分裂的歷史上這個首次的會晤和會議，對增進

相互理解、發展兩韓關係，實現和平統一具有重大的意義。兩韓宣言如下：  

 

  一、南北韓雙方決定，國家統一問題，要由其國家的主人－大韓民族相互聯

合的力量，自主地加以解決。  

 

  二、南北韓雙方認為，南方提出的，旨在實現統一的邦聯制方案，和北方提

出的，初級階段聯邦制方案互有共通性，雙方決定今後將朝這一個方向推動統一。  

 

  三、南北韓雙方決定，在今年（2000年）8月 15 日交換離散家庭的訪問團，

並儘早解決長期囚禁，政治思想犯等的人道主義問題。  

 

  四、南北韓雙方決定，通過經濟合作，均衡地發展民族經濟，並加強社會、

文化、體育、衛生、環境等各個領域的合作和交流，以增進彼此信任。 

  

  五、南北韓雙方為早日將上述協議事項付諸實踐，決定在近期內展開當局間

的對話。金大中總統鄭重邀請金正日國防委員長訪問漢城，金正日決定今後在適

當時機前往漢城訪問。  

  

大韓民國總統         金大中 

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長 金正日 

 

 

 

 

 

 

 

 

 

 

資料來源：http://www.gensuikin.org/e_asia/S-N_dclrt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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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小泉首相關於參拜靖國神社的談話 
2001年 8 月 13 日（東京） 

 

我國後天 8月 15 日就要迎接第 56 次的終戰紀念日。當回顧 21 世紀初的大

戰時，我無法抑制內心的肅然思考。在二次大戰中，日本帶給了包含我國國民等

世界許多人極大的災難。特別對亞洲鄰近的各國來說，在過去一段時期中，由於

日本錯誤的國策，進行殖民地統治和侵略，造成無法估計的嚴重災難與痛苦，至

今還存在著，在這些地方的許多人民間，難以抹滅的傷痕仍殘留著。我在這裡虛

心接受這樣令我國悔恨的歷史，與戰爭犧牲的人們，一起深刻反省，謹表哀悼之

心。 

 

我認為我國不可重蹈戰爭的覆轍。在那個困難時代，相信祖國未來而走向戰

場的各位亡魂面前，再次想到今日和平繁榮的日本，是在這個尊貴犧牲上所構築

的，因此我每年都要對和平重新做出新誓約。我充分的表明這個立場，我國國民

和鄰近各國的各位們，想必一定也能理解我這種在首相就任後，也想在 8月 15

日這天到靖國神社參拜的想法。可是，隨著終戰紀念日的接近，國內外大聲議論

著我靖國參拜的是非。這之中，不但在國內還有國外，皆有要求中止參拜的意見。 

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外的人們對於我在終戰紀念日的靖國參拜，與我的想法有所

差異，對於我國避免戰爭，重視和平的根本存有疑慮，這絕對不是我所追求的。

我誠摯接受這個國內外的狀況，在這時，作為我自己的決定，期待未來能有在當

天參拜的時候，希望我能選擇該日來完成參拜。作為首相撤回了之前的承諾，慚

愧不堪。然而，靖國參拜是我一貫的主張，即使現在的我，顧及到廣泛的國家利

益，拋出自身作為內閣首相的職責，也有必須解決諸多問題的立場。 

 

我想如果情況允許的話，儘可能早點，與中國和南韓要員的各位觸膝長談，

亞太未來的和平與發展，以及我先前所述的理念來交換意見。同時，我認為今後

的問題，一方面要尊重，那些想對靖國神社，和千鳥之淵陣亡者祭拜的國民想法，

一方面要獻給國內外人士沒有遲誤追悼的誠意，有討論的必要。誠切的請各位國

民理解。 

 

 

 

 

 

 

 

 

資料來源：http://www.jsdi.or.jp/~y_ide/010813yasu_danw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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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邁向日本與南韓未來的共同訊息－共同舉辦 2002年世界杯足球賽 

2002年 7 月 1 日（東京） 

 

  共同舉辦 2002 年世界盃足球賽（以下簡稱世足賽）為日本與大韓民國（以

下簡稱南韓）兩國歷史性的工作，亦帶給世界極大的感動。此次大會，超越了種

族與文化、理念與宗教，將世界化為一體。 

  

  由衷稱揚參與大會的各國選手們，且與國際足球聯盟等共同感謝大家的支

持。同時，也為此次大會攜手揮汗的兩國人民表示敬意。  

 

  此次世足賽的舉行，對世界展現兩國堅固友好的關係。在世界的關注下，因

為兩國人民的扶持與合作而能圓滿成功，此為今後兩國關係的珍貴財產。更是要

把握世足賽的機會，釀造兩國友好氣氛，集兩國人民和政府的所有叡智，發展兩

國關係。 

 

  兩國為擴大雙方友情和信賴，加深彼此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領域

的民間交流與合作。今後，擴大兩國青少年體育等的交流。  

 

  同時，從日本與南韓經濟合作關係的強化，進而對東亞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

著眼點下，我們兩國正具體研究雙邊自由貿易協定的簽署。  

 

  此外，兩國積極為了東北亞，進而東亞及世界的繁榮和穩定做出貢獻，亦在

國際組織上強化合作。  

 

  我想這是歷史上首次日本和南韓共同召開世足賽所賦予的使命。  

 

  我們兩國領袖，為了達成這個使命不餘遺力，也期待兩國國民的努力與合作。 

 

日本首相             小泉純一郎   

大韓民國總統         金大中  

 

 

 

 

 

 

 

資料來源：http://www.mofa.go.jp/mofaj/area/korea/world_c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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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日本與北韓平壤宣言 
2002年 9 月 17 日（平壤）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北韓）國防委員長金

正日，2002年 9 月 17 日，在平壤進行會晤與會談。日本與北韓兩國領袖，清算

彼此間不幸的過往，解決未決事項，在認知到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符合兩

國基本利益的同時，也對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著極大貢獻。 

  

一． 雙方按照宣言的精神及原則，早日讓兩國關係正常化，為此，決定在 2002

年 10 月內再次展開兩國的建交談判。雙方基於相互信賴，在建交過程中，誠意

表明解決兩國間諸多問題的強烈決心。 

 

二．日本方面，由於過去的殖民統治政策，虛心理解此對韓國人們帶來極大損失

和痛苦的歷史事實，痛切的反省，由衷的道歉。日本，於兩國建交之後，考慮在

適當期間，給予北韓無償資金合作，低利息長期貸款，以及國際組織的人道援助

等的經濟合作，並提供國際合作銀行的融資、信貸等援助民間的經濟活動。建交

談判在符合宣言的精神下，將誠意協商經濟合作的具體規模和內容。雙方，在建

交時，放棄 1945年 8 月 15 日前兩國國民的財產請求權，遵守此基本原則，且在

建交談判中對此具體協議。關於日本境內北韓人的地位及文物等問題，雙方在建

交談判中會對此誠實協議。 

 

三．兩國領袖承諾遵守國際法，不採取威脅彼此安全的行動。同時，關於日本國

民生命安全的懸案，北韓承諾今後不會再有此遺憾之事發生。 

 

四．兩國領袖為了強化東北亞和平與穩定，承諾下列互相配合之事。雙方，基於

構築互信合作的重要性，隨著此區相關國家間的建交趨向，認知到設立區域信賴

框架的重要。雙方，承諾遵守國際間共識，全盤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問題。同時，

雙方承諾關於核武、飛彈等安保議題，促進相關國家間的對話，謀求解決問題的

必要性。北韓，承諾遵從宣言的精神，基於自身的意志，繼續在 2003年後無期

延期飛彈的試射。雙方，決定就安全保障議題進行協議。  

 

日本首相               小泉純一郎 

北韓國防委員會委員長   金正日 

 

 

資料來源： 

日文版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n_korea_02/sengen.html 

英文版 http://www1.korea-np.co.jp/pk/184th_issue/20020918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