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文獻回顧 

 

台灣於 1895年馬關條約中割讓予日本，成為日本殖民地，1945年日本接受

波茨坦宣言宣布投降 ，同年 10 月，當時台灣總督安藤利吉正式將政權移轉給台

灣省行政長官陳儀，至此日本正式結束對台灣的統治。之後，國民黨政府接收了

當時仍留在台灣的日本行政機構、新聞媒體、個人財產、銀行等等
1。 

 

1951年 9 月 8 日，包括日本在內的 49 個國家簽定舊金山和平條約，但未邀

請中國出席。日本政府對於與中國的和平談判，是要以中國共產黨亦或國民黨為

談判對象，在態度上非常曖昧不明。1951年 12 月 24 日，日本吉田茂首相以書簡

致美國杜勒斯特使，其中表明：「日本政府不與中國共產黨簽定雙邊條約」，保證

「日本根據舊金山條約所提示之各項原則，準備跟中華民國政府恢復正常關

係」。
2此信(吉田書簡)於 1952 年 1 月 16 日在日本與美國公開後，日本政府正式

表態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和平條約。1952年 1 月 30 日，日本政府派大藏省大

臣河田烈為日方簽署代表，2月 17 日，日本代表團扺達台北，18 日至 19 日兩國

代表舉行預備會議，20 日舉行正式會議。日方代表認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

主權未及中國大陸領土。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要求双方：1、日本政府須承認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2、條約必須正式命名為「和平條約」。最後以中華民國代表

所擬之草案來進行談判
3，4 月 28 日在台北簽定「日華和平條約」，簽定後 7小時，

舊金山和平條約正式生效。 

 

台灣與日本之進出口貿易關係曾於 1944~1945年左右中斷過，1947年又重新

開始貿易往來。日本與中華民國尚未簽定和平條約之前，1950年 9 月 6 日即在東

京簽定台日貿易協定。除了 1951年之外，1950年到 1960年這段期間，兩國每年

均會針對貿易計畫進行談判，此計畫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初期有很大的影響
4。1950

年從台灣出口到日本以農產品為主（米、鹽、砂糖等），而從日本進口到台灣則

以機器零件為主（纖維機器、零件及腳踏車、零件）。但是 1970年後台灣出口至

                                                 
1 國史館《臺灣省政府檔案史料編：臺灣省政府行政長官公署時期(一)》（國史館，1996 年）。 
2 引用從霞山会《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霞山会，1998年）P.28。 
3 林金茎《戦後日華関係と国際法》（有斐閣，1987 年）P.40～41。 
4 廖鴻綺《貿易與政治：台日間貿易外交(1950-1965)-以台灣所藏外交部檔案為中心之探討》（國

立師範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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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產品以木材、機械器材(金屬加工器材等)為主，由日本進口則以機械器材

(縫紉機、汽車、船舶等)為主，貿易內容已發生轉變。至 2000年，台灣出口至日

本的產品中，事務用機器、半導體電子零件、汽車零件等產品已超過出口總值的

50％，而同年日本對台灣的進口額亦高達 5兆 8 千億日圓，進口內容則以一般機

器(原動機、事務用機器)、電器機械(映像機器、半導體電子零件)為主
5，故兩國

在貿易上可說已轉為互相競爭之對象。 

 

1960 年 7 月，當時中華民國嚴家淦副總統訪日，日本政府同意借款 2 億 5

千萬美元予中華民國，並於隔年 3 月正式簽定。同年 8 月，再簽定 80 億 8 千 200

萬日圓借款。1960 年代初期的兩次借款成為台灣經濟發展計畫之主要資金，且

此時許多日本企業開始進駐台灣6。 

 

1952年至 2000年期間，台灣核准外國投資件數統計中，日本排名第一，總

計 3,542 件，約為美國的兩倍，但投資金額仍以美國最高
7。可見日本對台投資規

模不大但是與台灣合作企業家數却非常多。另外，技術合作件數中，台灣與外資

合作的件數在 1990年為 3,422 件，其中與日本的資本合作達 2,101 件，佔 61.4％。

在技術合作方面，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的合作密切程度遠較美國或其他國家來的

深切。 

 

此外，日本與台灣之間的人民移動往來也非常的頻繁。戰後來台日本旅客人

數，1967 年首度超越美國成為來台旅客排名第一，日本仍為來台旅客中排名第

一之國家。來台日本旅客，以觀光目的為最多
8。另一方面，台灣赴日之旅客亦

每年增加，1988年台灣赴日旅客人數超越美國，成為赴日旅客排名第一的國家，

其後連續 10年蟬聯第一。2002年韓國赴日人數雖超越台灣赴日人數，但是台灣

赴日人數為 87 萬 7709 人，佔外國人數 16.8％
9，顯示台灣與日本彼此互為重要的

旅客往源。 

 

                                                 
5 日本総務庁統計局編《日本統計年鑑》（総務庁統計局，1950 年～2001 年）。 
6 洪紹洋《戰後開發中國家工業化條件的考察-以 1950-1970年台日技術移轉為例》（國立政治大

學經濟系碩士論文， 2002 年）。 
7 CEPD《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2001》(CEPD，2001 年）。 
8 交通部観光局《観光統計年報》（交通部観光局，2002 年）。 
9 総理府編《観光白書》（大蔵省印刷局，1965～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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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台灣與日本人民密切移動往來的因素有幾項，第 1點為地理關係：台灣

與東京飛行時間僅 3小時餘，因此相較於到歐美國家動輒需要飛行超過 1天的時

間，對台灣高年齡旅客而言，至日本旅行較為容易、方便。而且日本與台灣同屬

島國，共同點如溫泉等亦非常多。 

 

第 2 點為，台灣受日本半世紀以上統治之歷史淵源，日治時代發行之「台灣

年鑑」中的「台灣視察案內」有介紹 1~3 週的參訪行程。參訪的目的地中除了有

製糖廠、農業試驗場之外，南部以孔廟、關帝廟、赤崁樓為主，中部以阿里山、

日月潭為主，北部以北投、淡水等為主10。 

 

「觀光」一詞源起於中國的「易經」文中：「觀國之光」。「光」謂之「皇帝

之權威」，「觀」字含看見、表示之意。故整句「觀國之光」表示一國之皇帝到他

國參觀他國文物，同時發揚自身國家之權威的行為11。日本政府統治台灣初期頻

繁的參訪旅行恰好符合觀光一詞之意。另外，「觀光」的廣義定義可為「有閒階

級除了利用財產與時間參觀稀有之文物之外，亦為彰顯自己階級地位的一種行

為」，換句話說，也是一種彰顯自己的消費行為。以日本的調查來看，收入越低

之家庭從事旅行之比例也越低12。日本運輸省（現在的國土交通省）對於觀光的

定義為：「利用閒暇的時間，離開日常生活所進行的各項活動13」。 

 

一般人一天的時間可區分為三，一為最低限度的生理上必須花費的時間，二

為為了獲得財貨、勞務上的所得所耗費的勞動時間，三為閒暇時間。一般人利用

勞動時間所獲致之所得，用來購買生理上必須花費與閒暇時間所需要的財貨與服

務14。但是閒暇時間受限於勞動時間所賺到的所得，因為所得增加意味著勞動時

間也必須增加，閒暇時間自然減少。所以唯有在勞動、所得與閒暇時間取得一種

平衡狀態下，才有閒暇活動(旅行)之發生。 

 

而一般人決定在哪裡進行閒暇活動時，會蒐集各種情報。所以推廣行動越頻

                                                 
10 田中一二《台湾年鑑》（台湾通信社，1927 年）P.435～441。 
11 運輸省運輸政策局観光部監修《観光がわかる本》（日本実務出版，1995 年 8月）P.8。 
12 増田辰良《観光の文化経済学》（芙蓉書房出版，2000年）P.7～8。 
13 運輸省運輸政策局観光部監修《観光がわかる本》（日本実務出版，1995 年）P.8 來引用。 
14 杉岡碩夫《第３次産業》（日本評論者，1970 年）P.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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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人們看得到與聽得到的情報量將越多。一般人決定在哪裡從事觀光或旅遊行

為的理由多為：「由電影、電視或雜誌等創造出的一種期待，人們期許能看到與

日常生活習慣相異的觀點或角度」15，換而言之，透過各種媒體從事的推廣活動

是為旅客增多的一個重要因素。 

 

以台灣和日本觀光市場來說，台灣每年的出國人數約為 750 萬人，來台旅客

人數約為 272 萬人(不包含中國大陸來台人數)，呈現出國旅遊人數遠高於來台旅

客人數的狀態
16。日本亦呈現出國旅遊人數高於來日旅客人數的狀態，2002年日

本出國人數為 1,652 萬人，但來日旅客僅 523 萬人次，不及出國人數之一半。因

此如何獲得更多觀光客為日本與台灣觀光市場的重要課題。 

 

日本有關對台灣推廣活動研究裡，平田真幸在「推薦Marketing戰略（日文：

マーケティング戦略の進め）」(1993 年)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對台灣的觀光推廣

活動有一個問題點，在於日本未能掌握台灣人的需求，所以日本必須從事進一步

的進行市場調查活動。另外他也提一個例子，指出日本青森縣與大阪市推廣活動

能成功的原因在於，這兩個地方均能利用有效的廣告宣傳效果，提供確實而且符

合台灣旅客需求的情報17。但是本研究中僅就日本推廣活動做探討，對於台灣方

面的推廣活動卻沒有說明。 

 

另外，平田在「在台灣怎麼發生「北海道熱潮」？－以從Destination Marketing

的考量（日文：台湾からの「北海道旅行ブーム」)」はどのように生まれたか？

－デスティネーション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視点からの考察)－」(1999年)的研究中，

就 1995年 4 月到 1999年 6 月 4年間進行的台灣旅客推廣活動，從市場調查的觀

點來看，探討「北海道旅遊熱潮」的發生原因。台灣與日本之間有日本觀光協會

台灣事務所、北海道觀光聯盟、航空公司各種觀光關聯組織。「北海道旅遊熱潮」

的發生並不是因為某一個組織統籌決定某種策略來進行，而是各個觀光組織以領

導群的方式，以北海道大自然魅力為中心主題進行市場調查，並與台灣的觀光組

織互相合作所達成的
18。但是這個研究僅就 1995年~1999年短短的 4年進行研究，

                                                 
15 ジョン・アーリ、加太宏邦訳《観光のまなざし》（りぶらりあ書房，1990 年）P.5 來引用。 
16 交通部観光局《観光統計年報》（交通部観光局，1956～2001 年）。 
17 平田真幸《「マーケティング戦略」のすすめ》（月刊観光，1993 年 9～11 月号）。 
18 平田真幸《台湾からの「北海道ブーム」はどのように生まれたのか？－デスティネーシ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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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去的活動狀況並沒有說明。 

 

何是耕在「台灣對日本Outbound的狀況－以東南旅行社(台灣)的戰略（日文：

日本への送客－東南旅行者（台湾）の戦略）」研究中，介紹生產地(訪日旅客的

來源地)的活動，因為何是耕為東南旅行社之董事長，所以研究中也介紹了東南

旅行社製造與販賣旅遊產品的過程。何是耕認為過去台灣消費者以價格做為決定

是否參加旅行之考量因素，但近年來轉變為重視商品內容、特色的考量
19，但研

究中並未說明旅行社以外的Outbound的活動。 

 

關於台灣推廣日本觀光客來台的活動研究裡，洪文能的「我國對日觀光推廣

策略之政策」研究指出，日本來台旅客減少原因，係因台灣對日本推廣活動比其

他的亞洲國家遲，文中對日本旅行業者調查顯示，旅行雜誌的推廣活動非常有效

20。但研究僅以觀光推廣為探討對象，對於其他的推廣活動並沒有說明。 

 

關於來台旅客之研究，李國奎在「我國與鄰近國家到訪旅客發展經過比較分

析報告」中提出，從 1959年到 1991年來台旅客人數的變化說明台灣的觀光發展，

並分析日本與韓國的觀光發展情況。文中指出日本與韓國的共同點有三：一為初

期的觀光產業成長率很高，二為全球的經濟不景氣、國內政治不安與貨幣升值等

因素均直接影響到觀光產業，三為博覽會與奧林匹克運動會等國際性大型活動、

簽證的簡易化(或是免簽證)、航空路線的改善、新航空路線的開發、大型觀光地

區的建設等，均為刺激觀光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作者對台灣觀光市場提出 7

項建議：1.重新設定目標市場、2.對來台旅客簽證的簡易化或免簽證、3.新機場

與新航空路線的開發、4.國際性大型活動的舉辦、5.完成六年計畫各項目之達成、

6.具國際水準之休閒地區之建設計畫、7.地方政府、民間企業、航空公司共同進

行觀光推廣活動21。但在本研究中並未考量來台旅客來源國的經濟狀況，對於台

灣觀光產業推廣的影響。 

                                                                                                                                            
ン・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視点からの考察》（財団法人アジア太平洋観光交流センター「観光に関

する学術研究論文第５回」）http://www.aptec.or.jp/kankonyusensha .html。 
19 何是耕《日本への送客－東南旅行社（台湾）の戦略》（月刊観光，1998 年３月号）P.42～44。 
20 洪文能《我國對日觀光推廣策略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觀光事業研究所，1994

年）。 
21 李国奎《観光資料「我國與鄰近國家到訪旅客發展經過比較分析報告」》（交通部観光局，1992

年NO.282）P.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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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觀光市場的研究，鐘福松「當前我國觀光事業之成長趨勢」22、游

漢廷「我國觀光事業之成長與趨向」23的研究中，僅說明短期觀光事業的狀況，

並未探討過去的歷程如何影響到現在的狀況，而且沒有探討經濟狀況的變化和觀

光的關聯性。 

 

本論文研究重點為探討日本與台灣在旅遊產業的密切相關性、日本與台灣經

濟發展和觀光市場形成的關聯性、分析來台旅客中何以日本旅客最多、透過來台

日本旅客分析台灣與日本的關係變化。除此之外，日本在亞洲就觀光政策上之推

動屬先進國家之一，所以藉由探討日本與台灣觀光市場的發展，找出兩國的共同

點與相異點，進而檢討台灣將來推動觀光市場發展可採行的方法、政策。但本論

文主要將焦點放在來台日本旅客，因此僅檢討台灣與日本觀光市場中的國際旅遊

部分，並不包含兩國國內旅遊部分。 

 

論文架構說明如次：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及台日旅遊業文獻探討，第二章

以日本與台灣的觀光市場，探討經濟發展對於觀光的影響及觀光市場的發展過

程、政策等。第三章探討來台日本旅客Outbound 的狀況，在台灣的 Inbound 的狀

況。第四章內容為透過來台日本旅客變化來看兩國關係與今後的展望為結論。 
 

                                                 
22 鐘福松《観光資料「當前我國觀光事業之成長趨勢」》（交通部観光局，1995 年NO.318）P.35

～39。 
23 游漢廷《観光資料「我國觀光事業之成長與趨向」》（交通部観光局局，1988 年NO.237）P.2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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