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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暨國際事務學院助理教授

「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 
─日本民主黨執政下的日「中」關係

摘要

日本的民主黨在選舉之際向選民訴求的是「政治主導」。「政治主導」在日本國

內、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和政策本身都可以看到影子。決策是由大臣、副大臣、政

務官構成的「政務三役會議」所決定，因而事務次官等官僚系統被排除在外。即使

如此，民主黨政府當初企圖和內政同樣推動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尤其最需要緊迫

處理的對美關係，由於決策機制無法有效運作，結果淪為失敗。

民主黨政府的「中國政策」，雖然確實和過去自民黨政府採取的政策有不同之

處，但是面對以釣魚臺事件為代表的意外事件，卻無法運用「政治主導」來處理外

交事務，似乎陷入失控，導致外交上的失利。如果民主黨政府要落實政治主導的對

「中」政策，必須重建政官關係且加強政府與黨的溝通機制，並與官僚謀求合作。

同時，為了實現真正的國家利益，和其他政策一樣都必須調整黨內不同的聲音，並

說服不理性的反「中國」輿論，才能貫徹政策。

關鍵字：日本、中國、「中」日關係、政治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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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9 年 8 月，日本舉行的眾議院議員選舉總席次中，民主黨取得 308 席，

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民主黨在該選舉中最主要的訴求是「政權輪替」，而且主要

的爭論點是景氣對策及年金、孩童津貼等經濟社會議題。由於民主黨執政後的第

1 年，必須先全力以赴地解決經濟、社會議題，因而在外交安全議題方面，很難

展現民主黨的獨特性，而且不得不重視政策的延續性、接受自民黨政府所推行的

基本路線。

一般認為民主黨從 1996 年建黨以來，基本政策方面較難獲得共識的議題是

外交安全問題；2003 年，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之後，民主黨內部對外交安全議

題方面的意見更加分歧、複雜化。
1
例如，前外相前原誠司等人重視加強日美同

盟的立場，認為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安全方面的合作活動，對國際社會提供貢獻；

但是，也有像眾議院議長橫路孝弘等社會黨出身的傳統左派勢力，對於自衛隊的

海外派遣活動抱持消極或反對的立場。

相對而言，輿論對民主黨的對外政策的動向不太關心，但是日本國內、外

專家對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卻相當關心，尤其當時鳩山首相就任前後開始主張

修訂《日美地位協定》、重新檢討在日美軍基地問題、謀求「對等的對美關係」，

並且針對亞洲政策，提及建構東亞共同體等主張，這些外交思維和過去自民黨的

路線確實有所不同，因此讓人注意到民主黨政府對外交政策的「政治主導」的雛

形，並且關心如何落實這些主張。

本文嘗試回顧執政近 3 年民主黨政權「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尤其將焦點

著重於探討民主黨和自民黨政府不同的「中國政策」。

貳、日本政治的決策模式：自民黨執政與民主黨執政的比較

一、自民黨執政的決策模式

55 年體制下的自民黨決策模式通常稱為「官僚依賴」，政府與黨的關係被形

容為雙重結構。該模式的特徵如下：首先依照中央政府各省廳設置的黨內政務調

1 石原忠浩，「政治家主導的民主黨政府？初步探討其內政和外交政策」，新社會（臺北），第 6期（2009
年 10月 15日），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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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會的各部會來審議政府所提出的法案以及制度，接著獲得黨內「總務會」的承

認後，送到聯合政府協商，
2
之後內閣會議將決定進行修正或表決。

3
因此，官僚

系統為了讓自己所屬單位提出的相關法案順利通過，必須先與自民黨各部會之部

會長或擁有影響力的幹部進行事先說明，這些有實力派的國會議員通常被稱為交

通族、厚生族等的「族議員」。由於「族議員」充分理解自己掌控部會的相關利

益團體的意向，他們在選舉之際為了獲得特定團體的支持，在換取預算或政府的

法案或管制等方面發揮影響力，因此形成「官僚」、「族議員」、「利益團體」的鐵

三角關係。
4
 在這鐵三角關係的政策過程中形成的政策，通常有效的控制或忽略

在野黨或廣泛的輿論。

進入 21 世紀，在日本政黨政治中罕見執政 5 年 5 個月的小泉純一郎政權，

從自民黨的權力結構、決策模式到總理的印象等等多方面改變日本政治的面

貌。
5
 小泉的決策模式是由首相官邸主導政策的決定，排除「族議員」、「官僚」、

「利益團體」勾結的鐵三角關係。小泉重視的經濟議題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郵政

民營化、減少公共工程預算、各種管制鬆綁措施，因此乃借用為了反映專家的建

議、並且充分發揮總理的領導而設置的經濟財政諮問會議。
6
 雖然小泉推動的改

革政策多數牽涉到鐵三角的既得利益，因此不少黨內人士強烈反抗，但是小泉的

執政團隊利用媒體和該會議的功能以及本身的人氣，打破禁忌實現改革。

外交政策的決策方面，針對類似緊急狀況事例中的對應，可以看到政治主

導的實例。2001 年 911 事件發生後，立刻制定的《反恐特措法》，以及 2003 年

伊拉克戰爭後制定的《伊拉克特措法》，兩個法案內容需要外務、防衛兩省密切

協商，同時需要判斷法律上的合法性，因此特別納入內閣法制局幹部，在內閣官

房裡設置特別團隊，召集外交、防衛省以及法制局幹部；該團隊由官房副長官領

導的結果，能夠迅速的形成法案。同時對美國反恐政策的合作上，因為重視法制

化的速度，小泉採用與過去的程序相反的「由上而下」的決策流程，即首先和聯

合政府的友黨之公明黨和保守黨幹部協商、尋求共識。接著對民主黨等在野黨說

2 自民黨一黨獨大時期，不必和其他友黨協商，但是 55年體制瓦解後的自民黨大多與其他政黨成立聯合
政府。

3 信田智人，冷 後の日本外交（東京：ミネルウ〝ァ書房，2006年），頁 81。
4 內山融，小泉政権「パトスの首相」は何を変えたのか（東京：中央公論社，2007年），頁 22。
5 內山融，小泉政権「パトスの首相」は何を変えたのか，頁 3。
6 首相官邸，「經濟財政諮問會議」（平成 13年 1月 6日），2012年 4月 12日下載，《外務省》，http://

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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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尋求理解，最後對自民黨總務會和國防、外交等各部會說明。換言之，小泉

先尋求執政夥伴的友黨支持，對自己的自民黨似乎以事後報告的方式處理。

總之，小泉執政時期採取的內政或外交上的決策模式確實和過去傳統的自民

黨決策模式不同，讓日本國民感受到政治主導，但是後小泉時期的安倍、福田、

麻生的決策模式，尤其經濟財政諮問會議等的功能似乎淪為形式化，甚至在政黨

輪替後幾乎沒有召開。

二、民主黨執政的決策模式

民主黨執政之前的重要的訴求之一是「政治主導」，對該主張的背景是排斥

如前所述的「族議員」、「官僚」、「利益團體」的鐵三角關係，或政官關係中的

「官僚主導」的決策模式。因此，鳩山內閣在就職當天發表的文獻「應有的政

官關係（政‧官のあり方）」中強調此理念。
7
 該文獻指出，「為了實施公正和中

立的行政，『政』作為代表國民的立法者負責監督的角色，並且在議院內閣制度

下，以國務大臣、副大臣、大臣政務官的身分在政府任職，用負責任的態度擔任

行政提出的政策之立案、調整、決定，指揮和監督『官』」。同時對官僚的部分，

明確的界定應該扮演的角色，「『官』作為國民全體的服務者，應注重政治的中立

性，立足於專業性，依據法令，主要針對政策的實施以及個別行政的執行」。工

作的分工上，「政策的立案、調整、決定，由『政』負責任的實施，『官』立足於

執行職務上把握國民之需求，對『政』提供政策的基本統計資料以及資訊，提示

複數的選擇項目等，輔助政策的立案、調整、決定」。
8

就職同日，鳩山發表的「基本方針」作出更具體的說明。
9
 內閣政策的兩大

核心是「真正國民主權的出現」和「伴隨內容的區域主義」。「政官」關係方面，

告別特權政治，企圖脫離支撐特權政治的官僚依賴機制，引導政治主導和國民主

導，建立國民主權。決策機制方面，設置內閣主導的政務三役會議、廢除執政黨

的事先審查法案或政策等慣例，即廢掉政府與執政黨的二元決策模式。就具體的

措施而言，為了改善只追認官僚決策結果的政治風土，廢除事務次官會議。另外

為了脫離「省（部會）利益」或「局利益」的弊病，在內閣官房內設置國家戰略

7 內閣官房，「政‧官のあり方」（平成 21年 9月 16日），2012年 4月 11日下載，《內閣官房》，http://
www.cas.go.jp/jp/siryou/pdf/090918siryou.pdf。

8 內閣官房，「政‧官のあり方」（平成 21年 9月 16日）。
9 首相官邸，「基本方針」（平成 21年 9月 16日），2012年 4月 11日下載，《首相官邸》，http://www.

kantei.go.jp/jp/tyokan/hatoyama/2009/0916siryou1.pdf。



第10卷　第7期　中華民國101年7月PROSPECT ＆ EXPLORATION

46

室，由官邸主導決定稅務財政的核心政策和經濟營運方針。從這些文獻中可以很

容易發覺到民主黨對政治主導的決心。

外交方面則指出，「推動自立外交，從事世界和平的創造和課題解決，導向

擁有尊嚴的國家。並不採取極端的雙邊主義或聯合國至上主義，展開擁有長期的

構想力和行動力的主題外交」。
10

由這些文獻來解讀，民主黨的主張是政策決定的核心應該由政治家來承擔。

由於過去的決策機制的責任歸屬相當模糊，因此改變政府和執政黨的二元權力體

制，在決策方面由內閣統一決定的方向是沒有錯的。

實際上的民主黨執政時代的決策如何展開 ? 鳩山政權時期的政官關係方面，

第一，為了貫徹「政治主導」理念，外務省和其他省廳同樣地也借用由政治家

（國會議員）擔任的大臣、兩位副大臣、三位政務官構成的「政務三役會議」所

作成的決策。「政務三役會議」中原則上事務次官等官僚人士被排除，而官僚必

須等待「政務三役會議」決定後的政策指示。第二，對外發言方面，取消過去

每週定期進行的事務次官主持的記者會。為了消除媒體認為記者會次數減少的疑

慮，當時的岡田克也大臣提出以前不頻繁召開的副大臣的記者會，改由每位副大

臣一週一次定期召開，向媒體說明以獲得其理解。
11

 「政務三役會議」的用意在

於決策是由選舉出身的國會議員決定，而非由未經過選舉洗禮的官僚決定。對外

發言的措施方面，重要的政策或對外交事務個案的看法，由大臣、副大臣、政務

官負責。在民主黨政府的眼裡，官僚應該只能執行政治決定的政策，不應該引導

或決定政策的方向。

執政之後的民主黨，立即處理的議題雖然以經濟、社會福利等內政為主，但

是在外交政策上，日本國民即刻感受到和過去自民黨的不同之處。日本對外政策

中最重要的對美關係，鳩山首相、岡田外相從執政之前一貫地主張日美同盟的重

要性，同時也強調「要建立對等的相互信賴關係」，修訂《日美地位協定》，並且

積極地處理與駐冲繩美軍「核子武器」有關的密約問題。尤其後者問題，岡田外

相的領導下，在半年的時間整理報告，部分承認日、美之間確實存在密約。
12
這

10 首相官邸，「基本方針」（平成 21年 9月 16日）。
11 外務省，「外務大臣 見記 （要旨）」（平成 21年 9月），2011年 11月 22日下載，《外務省》，http://

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gaisho/g_0909.html。
12 外務省，「いわゆる『密約』問題に する調查報告書」（平成 22年 3月 5日），2012年 1月 12日下
載，《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mitsuyaku/pdfs/hokoku_naib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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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態度和過去自民黨政府採取的對美政策有相當不同之處，因此無論日本國內或

外界普遍地認為民主黨可能比自民黨更走向「自主路線」。

在亞洲政策和全球性的議題上，民主黨也展現不同的對外政策，此即鳩山

首相 2009 年 9 月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所提及的「積極對應氣候變化問題」、

「努力地建構東亞共同體」的主張。尤其針對氣候變化問題具體地指出：「日本

減少溫室氣體（GHG）的目標是：2020 年為止將比 1990 年減少 25%」。
13
由於

該發言內容是相當難以落實的中期目標，因此被自民黨和部分媒體抨擊為「不可

能實現的公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也被外界視為重視亞洲關係，甚至有逐漸脫

離美國的企圖。

民主黨執政初期宣揚的這些對外政策，如何落實？回顧執政兩年半的民主黨

政府的作為，下場相當悲慘。對美關係方面，除了揭開密約問題，受到輿論的肯

定外，在「普天間」基地問題上，不但原來的遷移計畫大亂，而且空前地傷害日

美同盟，最後鳩山首相本身因爆發金錢醜聞，而被迫下臺。至於氣候變化、建構

東亞共同體的議題，因鳩山首相還沒有到達準備階段就下臺，接班的菅直人對該

議題的態度也是不了了之。
14

 

為了反省鳩山政權時期的政官合作關係，菅內閣時期進行若干修正，例如恢

復事務次官會議，政策決定也逐漸與官僚配合，尤其在最棘手的「普天間」機場

問題上，不再主張把基地移至國外或縣外等的胡鬧要求，而是儘量配合外務省和

防衛省。換言之，政治主導似乎退位，恢復官僚主導模式，並且在外交安全議題

上，外務省、防衛省等官僚系統扮演原來的角色，因此菅內閣的做法是遵守過去

自民黨執政時期訂定的方案。

就菅內閣時期的對外政策而言，2010 年 10 月修訂的新《防衛計畫大綱》值

得注意。當初鳩山時期預定當年年底進行修訂，但是由於優先處理內政議題，乃

宣布暫緩修訂，延遲 1 年。後來 2012 年 2 月，鳩山為了主導新防衛計畫大綱的

方向而設置自己的懇談會，但是不久後鳩山即下臺。菅內閣也經歷同年 8 月參議

院選舉的失敗、9 月的釣魚臺事件，而幾乎沒有看到主導新大綱方向的痕跡。在

這狀況下，2010 年 12 月修訂的《防衛計畫大綱》，由於其內容出現和過去不同

13 首相官邸，「第 64 回 連 における鳩山 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說」（平成 21年 9月 24日），2012年 6
月 18日下載，《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09/ehat_0924c.html。

14 根據學者天兒慧的說法，2010年上半年政府人士對其表示，建構東亞共同體的具體的內容和方針還沒
有決定。天兒慧，アジア連合への道理論と人材育成の構想（東京：筑摩書房，2010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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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即考慮恐怖攻擊或進攻離島的突發狀況，重視機動能力和快速反應部

隊之運用方法，因此這種「動態防衛能力」的概念受到國內外的關注。但是另一

方面，自民黨政務調查會、經濟團體聯合等重量級行動者，對民主黨政府修訂的

《防衛計畫大綱》提出建議，並且在鳩山主導下設置的懇談會也對日本國內討論

許久的鬆綁「禁止武器輸出三原則」問題提出建議。由於當時的民主黨政府需要

與社民黨合作，考慮到該黨的立場是堅決反對開放武器輸出三原則，因此政府高

層為了避免社民黨的反彈，修訂的防衛大綱中沒有關於鬆綁武器輸出三原則的敘

述。該防衛計畫中首次出現的「動態防衛能力」概念，一般認為並非來自政治主

導或民主黨政權的獨特性，不如說是對應圍繞日本周圍的安保環境，尤其是中國

大陸和北韓因素的變化所造成。

2011 年 3 月發生的東北大地震後的對應，再次暴露民主黨政權決策的混

亂。當時的政府不但沒利用既有危機處理的機制，而且菅直人傾向個人或依賴親

信顧問的意見進行決策，導致決策機制的混亂。對外關係方面，在釣魚臺事件後

失去權威，幾乎無法發揮指導力。

2011 年 9 月上臺的野田內閣，由於忙於震災復興工作，無法專心投入外交

實務，因此在執政不到 1年的情形下，尚無法看到野田的外交政策和決策特色。

三、日本民眾對民主黨外交政策的評估

日本民眾是如何看待民主黨政權的外交政策呢？從 2009 年 11 月到 2012 年

3 月底進行 FNN（富士電視的關係企業）的調查顯示，日本民眾對民主黨內閣的

外交安保政策的評價一直不佳。鳩山內閣剛成立 1 個月的蜜月時期，2009 年 10

月份的調查結果是唯一肯定多於不肯定，甚至菅內閣成立後不到一個月的 2010

年 7 月的調查顯示已經是不肯定多於肯定；同年 9 月在釣魚臺海域爆發大陸漁船

撞擊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舶事件後，日本民眾對內閣的外交安保政策的肯定度進一

步下降，2010 年 11 月到 2011 年 2 月肯定的人只有一成左右，不肯定的約八成

左右。
15

 2011 年 9 月成立的野田內閣也已經開始沿襲過去兩任的傾向，即執政

之後的「期待值」高於不期待，執政第 2 個月後不肯定高於肯定。總之，日本民

眾對民主黨政權的外交政策給予不及格的評價，更糟的是民主黨無法利用外交的

得分來彌補內政的失分。

15 FNN世論調查，「フジネットワーク世論調查」（2012年 3月 26日），2012年 3月 29日下載，《フジ
ネットワーク》，http://www.fnn-news.com/archives/yoron/inquiry1203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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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日本民眾對民主黨政府外交政策肯定度的民調

調查期間 肯定 不肯定

2009年 10月 17-18日 42.1% 24.9%

2010年 1月 6-17日 26.0% 57.3%

2010年 4月 24-25日 12.0% 77.9%

2010年 7月 3-4日 21.2% 48.5%

2011年 5月 28-29日 16.1% 71.0%

2011年 7月 23-24日   9.6% 78.5%

2011年 9月 3-4日有期待 51.4% 25.6%

2011年 12月 10-11日 18.2% 69.6%

2012年 3月 24－ 25日 13.7％ 76.1％

資料來源：FNN世論調查，「フジネットワーク世論調查」（2012年 3月 26日）。

參、民主黨的對「中」政策和特點

民主黨的對外政策中最受到關心的議題主要是以對美關係為主，但是不少

的專家很早就注意到對「中國政策」。民主黨在選舉時發表政見（Manifesto），

向國民推銷自己的主張和政策上的賣點。雖然在外交方面，甚至對「中國政策」

方面的篇幅相當有限，但是大陸方面仍相當關注該議題的內容。2009 年發表的

「2009 政策集」提及日「中」關係曾經在小泉政權時陷入緊張關係，其原因無

非是歷史認識問題，因此特別提到首相或閣員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

「由於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總理或內閣閣員進行正式參拜是有問題的。

將推動設置沒有宗教性的國家追悼設施」。
16

後小泉時代的自民黨，如安倍晉三或麻生太郎等前首相對於靖國神社的參拜

問題採取不明確地表達是否去參拜的曖昧政策。但是，民主黨考慮向大陸進一步

提出「閣員的參拜有問題」的立場，這對大陸而言，應該是相當歡迎的。

在政黨交流方面，為了促進日「中」關係的全面發展，日本特別強調民主黨

16 民主黨，「政策集 2009 INDEX 2009」（2009年 7月 23日），2011年 11月 25日下載，《民主黨》，http://
www.dpj.or.jp/policy/manifesto/seisaku200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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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國共產黨兩黨之間的交流，在 2009 年眾議員選舉前夕發行的「民主黨政權

政策 Manifesto」中指出：

「借用民主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兩黨的交流機制，促進對話，建立互相信賴

關係」。
17

繼續活用政黨之間的交流平臺，對大陸而言應該是可以放心、期待的地方。

20 世紀末到 2008 年，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臺灣海峽兩岸的關係陷入緊張關

係，且中華民國政府相當重視對日關係，小泉執政時期的日「中」關係出現「政

冷經熱」的局面，因此大陸一直關注、警惕，甚至打壓「臺日」關係的發展。民

主黨對臺灣問題的態度上，在前述的文獻中提出：

「與臺灣之間促進民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民主黨不支持臺灣的片面獨立，

同時反對中國對臺灣行使武力。為了避免產生臺灣海峽的緊張，對中臺雙方呼籲

預防措施作為最重要課題之一」
18
。

這些對臺灣政策的主張和過去的自民黨政府的公開立場沒有特別不同之處。

對大陸而言，雖然不完美，但是至少民主黨對臺灣的立場是遵守 1972 年以後的

「一中」原則的基本立場，所以大陸應該可以接受民主黨所提出的對臺政策。

大陸學者對於日本民主黨的對外政策，尤其如何看待對「中」日關係有關的

部分？整理他們的論點如下。

第一，民主黨和自民黨的差異是黨的意識形態方面，即自民黨右派為主流，

民主黨以中間派和中間偏左為主流派；自民黨的民族主義色彩較濃厚，民主黨裡

確實有民族主義者，也有自由主義者。對外政策方面，自民黨裡面親美人士較

多，民主黨則親美和重視亞洲者皆很多。
19

 

第二，留意民主黨的對美政策的專家指出，民主黨並不像自民黨採取明確的

對美追隨外交，而是強調展開主體性外交。
20

 

第三，歷史認識方面，對於鳩山對過去的靖國神社、歷史教科書、戰爭罪犯

和慰安婦等的發言和態度，算是相當正面地看待，大陸學者指出「歷史認識是比

17 民主黨，「民主黨政權政策Manifesto」（2009年 7月 27日），2011年 11月 25日下載，《民主黨》，http://
www.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09/pdf/manifesto_2009.pdf。

18 民主黨，「民主黨政權政策 Manifesto」（2009年 7月 27日）。
19 馮昭奎，「日本政權更迭與中、日關係」，日本研究（瀋陽），第 4期（2009年），頁 2。
20 翟新，「日本民主黨對華政策走向探析」，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6期（2009年 11月 17日），頁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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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進步的」。
21

 

第四，代表鳩山主張之亞洲政策的建構東亞共同體，指出他在 Voice 雜誌發

表的文章中對於領土等「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的矛盾，提出「歐盟的經驗告訴我

們，地區一體化能解決領土爭端」的看法，認為「有助於改善兩國之間的互相觀

感和國民之間的感情」，給予大幅的肯定。
22

 

總之，大陸學者對民主黨政權的出現，可以歸納為「民主黨上臺對中、日關

係的發展有利」。
23

 即使如此，還是提到警惕未來發展雙邊關係的潛在的憂慮因

素，即「迎合部分輿論對中國的情緒和不當發言」、「把藏獨、疆獨、臺獨視為人

權問題」，
24
也指出民主黨黨內對外交議題上的不一致性，美國對「中」關係發展

的牽制等，對「中」政策的制定及施行上必將遇到諸多要素的制約。
25

 

肆、民主黨執政對「中國政策」的實踐

民主黨執政後的日「中」關係，持續從後小泉時代推向「戰略互惠關係」的

方向發展，即經貿、環保、能源、安全等各方面議題繼續促進合作。即使如此，

民主黨政權啟動後的雙邊關係，確實和自民黨時代的雙邊關係有不同之處，因此

以民主黨政府時期的雙方關係中的幾個事例進行探討。

一、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

2009 年 9 月，鳩山首相就職不到兩週即出席聯合國大會，日本國內外專家

注意到該演講中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鳩山這概念引起關注的原因之一是，

2009 年 8 月眾議員選舉前夕，鳩山本人在日本著名雜誌 Voice 9 月號的投稿 （該

文章的部分英文摘要轉載於《紐約時報》等若干英文媒體）裡比較詳細地說明該

構想，該文批評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為「市場原理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並且

為了對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倡議建立未來亞洲共同貨幣的「亞洲共同體」；該

文強調，「以區域的貨幣統合、實現亞洲共同貨幣為目標，並且應該要珍惜對於

創造東亞區域恆久性的安全架構的努力」、「透過區域統合的進展過程，才能解

21 許壽童，「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的歷史認識與中、日關係」，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12期（2009
年），頁 15。

22 林曉光，「論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日本研究（北京），第 4期（2009年），頁 25。
23 馮昭奎，「日本政權更迭與中、日關係」，頁 5。
24 林曉光，「論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頁 25-26。
25 翟新，「日本民主黨對華政策走向探析」，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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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軍事、領土等敏感的問題」。國內外的媒體普遍地解讀為民主黨政府可能採取

「疏美親亞」路線。
26

 

雖然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構想本身並不是針對「中國政策」而來的，但是

大陸在胡錦濤執政下的對外政策逐漸變成為積極推動亞洲地區的區域整合， 
27
因

此部分專家解讀東亞共同體的主張是「疏遠美國，重視中國」的一部分。並且鳩

山對大陸領導提出「美國不包含在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中」，其他民主黨高層也提

及「日美中關係是正三角形關係」，這些發言確實引起美國對民主黨政府的不信

任感。
28

 

鳩山卸任後的 2 位首相較少提及「東亞共同體」，因而沒有人看到具體的藍

圖。因此可知當時的鳩山所主張的「東亞共同體」只是在展現「重視亞洲或對中

國外交的象徵口號」等意義，但是新政府在摸索新的外交政策中了解到為了實現

恆久性的亞洲區域的和平與發展，「日本一國和平主義」的思考絕對不能成立，

必須進行經貿、文化的多樣交流，日本也願意在這些區域統合的趨勢下扮演重要

的角色。同時在推動該構想中，大陸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此東亞共同體構想

可列入民主黨對「中」政策的一環。

二、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的訪「中」

民主黨能夠獲得政權的主要人物小澤一郎率領民主黨訪問團，於 2009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訪問大陸。該訪問團是 2007 年正式開啟日本民主黨與中國共產

黨交流機制的定期交流之一環。由於當時以鳩山為首的閣員忙著國會事宜無法參

加該行程，因此參加人員以未擔任政府職務的年輕議員為主，但是該訪問團受到

注目的理由是其空前未有的規模，即包含國會議員 143 人，總共六百多人的大訪

問團，因此日本媒體諷刺為「小學生的畢業旅行」。
29

 即使日本內部分媒體肯定

民主黨重視兩黨的交流意義，不過大部分的輿論與專家不客氣地質疑該訪問團的

實質意義，甚至對民主黨抱持反對或嚴厲態度的專家、評論家對於這次的訪問團

26 鳩山由紀夫，「祖父‧一郎に んだ『友愛』という いの旗印」，Voice（東京），9月號（2009年 8月
10日），頁 132-141。

27 天兒慧，アジア連合への道  理論と人材育成の構想，頁 141。
28 前原誠司‧石破茂，「米中露と互角に渡り合うためには 野 決はもう古い」，中央公論（東京），
第 126卷 12號（2011年 10月 8日），頁 25。

29 鈴木棟一，「600人超の小沢訪中と天皇特例 見事件の『相 』」，週刊ダイヤモンド（東京），2009/12/ 
26-2010/01/02（2010年 1月 2日），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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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遣唐使」、「朝貢外交」等語詞嚴厲地抨擊。
30

小澤停留北京期間，雖然與國務委員梁光烈會面時提到在「中國威脅論」

之下，日本國內憂慮大陸的軍事現代化等敏感議題，但與胡錦濤會見之際，並沒

有提到「東海問題」、「毒水餃事件」等日本輿論關注的議題，卻只關心訪問團的

143位國會議員個別與胡錦濤合照的問題。

日本國內對此訪問團所提出的批評論點可歸納為兩個方向。第一，小澤一郎

從內政、選舉的考量來安排這次的訪問團。小澤認為與胡錦濤的合照照片對於在

選區基礎薄弱的年輕議員而言是有幫助的。根據日本媒體報導，當初大陸方面婉

拒日方一百四十多位國會議員與胡錦濤合照的要求，然而小澤方面卻以若沒有與

胡錦濤合照可能取消訪問計畫來施壓。第二，小澤為了顯示自己在黨內和日本政

府中擁有突出的權力，率領空前規模的訪問團。

雖然政黨之間的交流並不等於政府之間的交流，但是卻顯現出傾注於內政，

即考慮 2010 年舉行的參議員選舉等「黨利黨略」的本位主義。此事件讓日本民

眾感到民主黨政府相當重視日「中」關係，採取和過去的自民黨政府不同的對

「中」策略，並且是當時的大陸政府樂見民主黨對大陸的姿態。

三、習近平的訪日：「打破慣例」與天皇會見

由於小澤幹事長的訪「中」和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日在時間點上很接

近，大多數日本的媒體與專家將此兩事件一併討論，但是考慮兩事件的性質不

同，在此分開探討。

習近平在 2009 年 12 月 14 日至 16 日訪問日本，這次的訪日行程中，與天

皇、鳩山首相、岡田外相等政要見面，其中最受矚目的是「打破慣例」與天皇見

面的事件。日本天皇與外國貴賓的會見應該是屬於公務活動的一部分，因此習近

平與天皇見面是很正常的事情，媒體所強調的打破「慣例」指的是，管轄皇族公

務議題的「宮內廳」所訂定的內規，即「由於需要事先的充分準備與安排，外國

人士與天皇會見時，需 30天前向宮內廳提出申請」的規範。

外務省正式向宮內廳提出申請的時間是 11 月 26 日，已經超過宮內廳所訂

定的時限，因此宮內廳按照慣例婉拒外務省的申請。後來 12 月 7 日平野官房長

30 石原忠浩，「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2010年 2月 23日），
2012年 6月 6日下載，《臺灣新社會智庫》，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
k=view&id=2226&Item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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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以「日中關係的重要性」的理由再度照會宮內廳，不過仍然沒有獲得宮內廳的

正面回答，最後 12 月 10 日平野官房長官以「首相的指示」為由，再度向宮內廳

提出要求後，宮內廳終於接受其要求。但是風波鬧大起因於決定天皇與習近平見

面後的 11 日，官僚出身、非國會議員身分的宮內廳長官羽毛田信吾在記者會中

向媒體表示：「希望不要再發生此類事件」，即暗批民主黨政府的作為。後來媒體

借用羽毛田長官的發言，大肆地批評「破壞 30 天規則」、「天皇的政治利用」。再

者，小澤一郎回國後得知羽毛田發言的內容後，反批「天皇的國事行為依照內閣

的建議與承諾進行是憲法的理念，如果政府官員反對內閣所決定的事情，應該辭

去職務」，因而展開一場口水戰。後來，前首相安倍等自民黨的保守陣營也加入

口水戰，不斷地表達憂慮「天皇的政治利用」，致事件演變成熱門的話題。
31

 

經由這事件發現下列問題：第一，民主黨政府或小澤貿然地破壞內規，硬要

讓習近平與天皇見面，顯示其對大陸關係的重視，甚至對大陸的厚待。第二，在

這決策過程中看到的是小澤一郎在決策上卓越的影響力。第三，這次的事件顯示

出日本國內的「親中國」與「反中國」陣營之間的暗鬥，即自民黨或保守陣營指

出習近平與天皇會面的事情和小澤訪「中」團與胡錦濤合照是利益交換。
32

 

同時，大陸透過此事件想表達的目的和企圖也在日本國內引起廣泛的討論。

第一，由於胡錦濤曾經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日與天皇見面，因此習近平盼望按

照胡模式（副主席的身分時與天皇見面）實現訪日，即使明知違反日本國內的

慣例，仍然向日本政府要求與天皇見面。第二，大陸曾經利用日本皇族來加強

「中」日關係以及提升本身的形象（如 1992 年天皇訪「中」），因此在 2012 年

「中」日建交 40週年時也企圖邀請日本皇太子訪「中」，加強雙邊關係。

習近平訪日，與天皇會見事件引發日本國內的政治鬥爭、「親中國」與「反

中國」的暗鬥，但是其起因於民主黨政府重視對「中」關係的姿態，而日本國內

的對「中國問題」又容易變成政治鬥爭議題的背景。

四、釣魚臺事件

2010 年 9 月，在釣魚臺海域發生的大陸漁船撞擊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舶事件

（簡稱為「釣魚臺事件」）和之後一連串的發展，不僅暴露日本政府危機處理的

31 有關中國共產黨利用天皇的研究，可以參閱城山英巳，中国共產党「天皇工作」秘 （東京：文芸春
秋，2009年）。

32 高賴真實，「親中派 VS嫌中派政治家の暗 だ！」，週刊朝日（東京），2010年 1月 1-8日號（2009年
12月 22日），頁 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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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有限，動搖菅內閣的施政，而且導致「中」日關係的極度惡化。在此嘗試探

討這事件採取的決策是否展現民主黨政府政治主導的對「中國政策」。

回顧該事件從逮捕船長到釋放日本公司員工的發展：9 月 7 日，大陸漁船

「閩晉漁 5179 號」在日本領海與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衝撞，第 2 天日本逮捕船

長，帶到沖繩縣石垣島偵訊。10 日，石垣島法院同意拘留船長 10 天。12 日，大

陸國務委員戴秉國凌晨約見日本大使，表達強烈抗議。13 日，日本釋放 14 名船

員和漁船。19 日，日本檢方延押船長 10 天。大陸宣布，暫停「中」日雙邊省部

級以上人士的交往，並停止航權、煤炭的協商。9 月 23 日，大陸證實，處理日

軍遺棄化學武器的日本藤田（Fujita）公司成員入侵禁區被公安逮捕。24 日，日

本決定釋放大陸船長。30 日，大陸釋放藤田 3 名員工，另外 1 名還沒有釋放。

10 月 9日，大陸釋放最後 1名藤田公司員工。

在這事件中，最大疑問是「為何當初要依法律或國內法的方式處分大陸船

長，最後由政治外交途徑解決」？

若依照日本政府所主張的「有關釣魚臺列嶼的領有權問題，並不存在」，大

陸漁船既然在日本領海違法捕魚，就應該被日本政府逮捕，需要接受日本的司法

程序的偵辦。雖然大陸絕對不能接受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但在日本國內，由

於政府主張「中國人在日本國內違反日本法律，當然必須接受日本國內法律的

制裁」，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也沒有爭議。即使如此，過去日本政府遇到類似狀

況通常採取的選擇並不依法律途徑解決，而是以政治途徑解決。如 2004 年 3 月

大陸保釣人士登陸釣魚臺時，日本沖繩縣警方逮捕相關人士後不將犯人移交檢察

單位卻予以釋放。當時的「中」日關係因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引起雙邊關係惡

化，而小泉首相站在大局的觀點，做了政治決定。
33

 

民主黨政府當初不採取政治途徑方式，決定以司法途徑解決，決策的內幕，

外界無法知道；但是部分專家指出，當時的前原國土交通大臣和岡田外相主張以

「妨礙公務執行」的罪名逮捕，之後仙谷官房長官做了最後的決定。至於原本

在該決策過程中應該積極地扮演主導角色的菅直人，因忙著 9 月 14 日的黨魁選

舉，幾乎是狀況外。
34

 對於此決定，顯得日本當時的決策確實和過去的自民黨政

33 石原忠浩，「中國漁船碰撞日本巡邏船事件與日『中』關係」，新社會（臺北），第 13期（2010年 12月
15日），頁 19-23。

34 岡田充，「『ボタンの掛け違え』はなぜ起こったか」，世界（東京），12月號（2010年 11月 8日），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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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同。面臨大陸對日本的對抗措施，如禁運稀土、暫停高層的政府交流和各種

談判等，最後又面臨日本藤田公司員工被逮捕，日本政府終究無法承受壓力而被

迫釋放肇事船長。並且最後將釋放船長的責任推給冲繩地方檢察廳。這次的行為

讓日本國民深刻地感受到民主黨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

回首比較小泉政權時期對登陸釣魚臺人士所作的處分決定的事例。雖然當時

的部分輿論不以為然，但當時的政府高層做了綜合判斷，不推諉責任，表現負責

任的態度，做出最後的決定。反觀民主黨政府的作為，當初似乎作了政治主導以

法律面對的決定，卻遇到大陸將日本公司員工當「人質」的強硬姿勢，不僅不得

不改變當初推行的透過法律途徑解決的大方針，而且將重要的責任推給地方檢察

機關，政治高層避開政治責任，也沒有提出說服日本國民的解釋。

這次民主黨政府盲目行動的背景，日本國內的評論與分析是「外交外行集團

的決策」、「政官關係惡化造成的結果」等。對此雖還沒有定見，但是確實看到民

主黨政府和自民黨政府不同的「政治主導」外交政策的一面。

總之，該事件雙方採取措施的出發點在於「沒有存在領土問題」，因此雖然

大陸對此堅決反對，也有可能遇到若干的對抗措施，但日本還是決定透過法律途

徑來處分肇事船長，這態度展現保護領土的決心。然而遇到大陸禁運和人質等超

越日本政府當初想像的強硬態度，最後只好決定釋放船長；在此過程，難以展現

政治主導的對「中」政策。

伍、結語

民主黨政權為了落實政治主導和加強首相官邸的政策立案以及調整功能，而

準備予以法制化的《政治主導確立法案》，在鳩山內閣末期的 2010 年 2 月提出，

經過鳩山內閣的辭職，同年夏天參議院選舉的敗選，以及東北大地震，結果在

2011 年 5 月撤回該法案。因此之後的「政治主導」的運作似乎有淪為形式化之

感。

民主黨政府的對外政策，不僅執行政治主導的「政務三役會議」似乎未能有

效運作，而且執政當初提倡的「對等的對美關係」也沒有達成當初目標，還嚴重

傷害日美關係。在「中國政策」方面，相較於自民黨政府，民主黨政府在中國專

家的眼光中比較「有進步的歷史認識」，重視亞洲，中國專家對民主黨執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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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抱持樂觀的態度。

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由於沒有明確的相關政策的設計，更沒有任何

實際的政策執行，幾乎淪為口號。小澤率領的訪「中」團、習近平與天皇會見的

兩個事件，雖然日本國民感受到民主黨政府對「中」關係的重視和篤厚（特別待

遇），但是大多數的評論者認為小澤幹事長對這兩個事件的處理是從個人利益、

選舉或內政立場考量出發，斷定幾乎無助於雙方關係的發展。「釣魚臺事件」，由

於涉及到有關領土的棘手議題，因此標榜重視對「中」關係的民主黨政府，如何

以「政治主導」方式來對應，備受關注。在面臨危機時所採用的方式是依照日本

國內法的「法律途徑」來謀求解決，但是遇到大陸一連串的對抗措施，確放棄該

做的政治的說明，而釋放船長。此結果不但引起日本民眾對菅內閣的不滿，而且

提高對大陸的負面觀感。

總之，民主黨政府推行的「政治主導」外交，似乎遇到瓶頸或挫折，因此為

了重建健全的決策體制，必須摸索、建立和外務省等官僚之間的合作體制，更需

要活用官僚的思維。民主黨政府所主張的「政治主導」雖然有理，但是不應該從

頭到尾排斥或忽略官僚的存在，政治人物應該評估官僚的建議後，最後做出政治

決定。執政初期讓人看到民主黨政府的作為不僅不重視官僚的意見，而且政治人

物和官僚之間缺乏信賴感。這樣看似不正常的政官關係，造成政權運作的障礙。

因此為了建立順暢的決策體系，務必儘快重建政官關係。

2011 年 9 月上臺的野田內閣為了回到正軌的決策機制，努力地重建政官關

係和政府與民主黨的關係。
35
野田內閣反省過去鳩山、菅內閣的政官關係，如朝

日新聞的 師寺克行指出，鳩山和菅時代叫做「對立的緊張關係」轉換為「融和

的協調關係」。
36
野田為了消除政官之間的不信賴感，積極與各省廳幹部密切聯

繫，聽取建議後反映在政策上。換言之，野田總理在政策決定中相當重視官僚的

意見。

另外為了修正政府與民主黨關係的不順暢，採用新的決策機制，即改由總

理、官房長官、黨幹事長、幹事長代行、政調會長、國對委員長 6 人組成的「政

35 飯尾潤，「野田政 は政府与党一元化の原点に立ち、党內調整に汗をかけ」（2011年 11月 24日），
2011年 12月 10日下載，《WEDGE Infinity》，http://wedge.ismedia.jp/articles/-/1583。

36  師寺克行，「【野田流統治システムへの疑問（4）】『政官 係』─ 2012年度予算案に見る『逆行』」
（2011年 12月 27日），2012年 2月 16日下載，《WEBRONZA》，http://astand.asahi.com/magazine/wrpolit 
ics/2011122600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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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民主黨三役會議」作決定。民主黨的文獻指出，該機制的重點是，為了內閣和

黨一體的推動政策，在黨的決策過程中能夠進行「全員參加」、「慎重（親切）的

討論」、「迅速的決定」。
37
該會議的特色是，對政府的決策是以民主黨政調會長

的事前承諾為原則的決策模式。野田採用該會議模式的理由是加強決策之際政府

與黨之間的溝通機制。因此，這些改變不但引起各界關注擔任政調會長的前原誠

司的角色，而且質疑民主黨是否將回歸自民黨執政時期的雙重權力結構。這部分

還在發展中，需要持續的觀察。

對日「中」關係方面，釣魚臺事件後雖然「中」日雙方能夠避免澈底決裂

的局面，確認繼續推行「戰略互惠關係」的方向，但是雙方在各自「反中」、「反

日」情緒的廣泛輿論的狀況下，必須尋求關係的改善，因此這個過程可能需要較

長的時間。尤其，日本國內對大陸觀感的惡化，必然地影響日本的外交、國防政

策。2011 年 3 月發生的東北大地震後，大陸朝野也對此表達關懷，5 月份溫家寶

參加「中」日韓高峰會之際考察東北受災地，對雙方關係而言，提供改善關係的

契機。
38

 2011 年 12 月野田首次以首相身分訪「中」之際，為了落實戰略互惠關

係的具體內容，對「中」方主動提出由 6 個項目構成的倡議，包括：增進政治互

信、推進東海問題的合作、以東日本大地震為契機推進的「中」日合作、深化互

惠的經濟關係、增進雙方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強化在地區和全球性課題上的對

話與合作等。野田在此提起的倡議，雖然不像東亞共同體等充滿理想的內涵，卻

反映出務實的姿態。

最後，考慮雙方高度的互相依賴關係，彼此必須認識到「對抗不如合作」的

原點，謀求合作，才能符合雙方國家利益的現實。民主黨政府對黨內的反對派和

強烈的「反中」輿論應該要提出有力的說服，真正地發揮政治主導的決策，繼續

加強對話，致力於全面加強的合作關係。

37 民主黨 「政策に係わる党議の手 きについて報告　 見で前原政調 長」（2011年 9月 13日），2012
年 4月 26日下載，《民主黨》，http://www.dpj.or.jp/article/100313/%E6%94%BF%E7%AD%96%E3%81
%AB%E4%BF%82%E3%82%8F%E3%82%8B%E5%85%9A%E8%AD%B0%E3%81%AE%E6%89%8B%
E7%B6%9A%E3%81%8D%E3%81%AB%E3%81%A4%E3%81%84%E3%81%A6%E5%A0%B1%E5%91
%8A%E3%80%80%E4%BC%9A%E8%A6%8B%E3%81%A7%E5%89%8D%E5%8E%9F%E6%94%BF%E8
%AA%BF%E4%BC%9A%E9%95%B7。

38 笙志剛，「日本大地震與中、日戰略合作的契機和挑戰」，中國外交（北京），第 8期（2011年 8月 20
日），頁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