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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從利益的觀點切入，研究冷戰後日本與非洲關係。透過國內因素、國

際因素及國際建制三方面，研究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改變，及追求的國家利益改變。。

日本與非洲交往主要在獲得兩種利益，一是政治利益，一是經濟利益，政治利益

為國際威望和入常機會；經濟利益則定義為確保能源、礦產和取得海外商業發展。

冷戰期間日本對非洲僅存在著經濟利益的追求，1993 年第一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

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的召開，則代

表著日本開始追求政治利益。 

    從國內政治權力來看，1993 年的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其實是外務省為了

順應國際非洲援助熱潮和提升官僚地位的手段之一。90 年代無論日本財界、大藏

省、經濟產業省及自民黨竹下派都以亞洲為中心，態度消極，故外務省僅能提倡

「南南協力」來加強日非間的經濟利益。TICAD 只能說是外務省獨立運作的會議，

僅能以增加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方式，加強日非關係。2001 年森喜朗(Yoshiro 

Mori)和小泉純一郎(Ichiro Koizumi)等為首的清和政策研究會(簡稱清和研)，勢力正

式上升後，「官邸領導」的政治模式出現，首相個人重視非洲政策，於是外務省的

權力也藉此勝出，舉凡大使館、JICA 辦事處等數目都增加。尤其北非埃及、南非

和東非衣索比亞對日本來說，政治意義特別重要。 

     2005 年聯合國爭常失敗後，檢討過發現非洲國家日本正視到若要取得政治利

益，必須加強非洲關係，於是追求政治利益開始優先經濟利益。首先從 ODA 分配

就能發現，即使 ODA 預算持續減少，也未影響到非洲地區得到的分配比例，受到

排擠的卻是以往日本重視的亞洲地區。另一方面，21 世紀後非洲經濟成長快速，

經濟成長率平均 6%，財界開始對非洲發生興趣，過去「經濟大國」路線，經濟產

業省追求經濟利益掛帥的經濟外交，再度出現。在貿易方面，雖然日非間的貿易

型態改變不大，但 2001 年起，對非洲貿易就一直保持赤字，顯示日本較依賴非洲

的商品。在投資方面，日本企業也逐漸增加非洲投資，除了基礎建設，服務及金

融等非製造業的投資趨勢也取代以往著重製造業投資的趨勢。在援助方面，東部

非洲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區域，而 2013 年 12 月因為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影響，

日本增加對西非的援助，顯示政治利益仍然優先經濟利益。 

    最後，由 TICAD 觀察，發現在聯合國援助體制中，日本由制度追隨者逐漸成

為領導者，日非正創造共同的經濟利益，但日本能否藉此創造共同的政治利益則

不明朗。 

 

關鍵字：日本、非洲、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政府開發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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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Afric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ith points of profits. The author explores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aid regimes in Japan to find how Japan’s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its pursuited state 

profits have changed. Japan’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mainly focuses on the pursuit of 

two profits. The political one is status of superpower and its bid to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economic one is the energy /resource 

security and its overseas business expansion. During the Cold War, Japan only pursued 

economic profits from Africa utill the opening of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I in 1993, a symbol of political profits pursuing. 

    The MOFA set up TICAD I as a forum to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solving 

African problems while maintaining its power among other departments. In 1990s, 

TICADs, held by the MOFA alone, provided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maintain 

Japan-Africa partnership. The MOFA also promoted the South-South Cooperration to 

gain economic profits while businessmen, beaurocrats in the MOF and the METI as 

well as the FDP politicians were Asia-centric and uninterested in Africa. When 

SEIWAKEN, led by Ichiro Koizumi, got strong in 2001, a politician-led government 

was formed. Whenever the prime minister turned his attention towards Africa, the 

power of the MOFA outweighs others, as the number of ambassadors and JICA offices 

in Africa increase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like Egypt, South Africa and Ethiopia are 

politically important to Japan. 

     Failure to bid for a permanent seat on the UNSC in 2005 made Japan realize that 

it should stengthen its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if it tries to gain political profits. Political 

profits became Japan’s priority. First, the ODA allocation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decreasing one in Asia, the share in Africa has never decreased even though the budget 

is shrinking on the whole. On the contrary, Economy in Africa is soaring with an 

average of 6% since the 21
st
 centur, which attracts business investments. Economic 

Giant Policy which the METI once promoted to pursue economic profits came to life 

again. The trade pattern between Japan and Africa doesn’t change much; however, 

Japan relies on Africa’s resource for sure since its trade with Africa became deficit in 

2001. Japan’s FDI to Africa grow. Investments in non-manufacture like fundamentals, 

servic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are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manufacture. Besides, 

Japan’s humanitarian aid increase in Western Africa also shows its priority in political 

profits. Until the Ebola virus offbreak in December 2013, Japan’s most foreign aid was 

sent to Eastern Africa.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TICADs that Japan is transcending from follower to a 

leader in United Nations aid regime. Japan and Africa are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if they will be politically beneficial profi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Japan, Africa,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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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1993 年日本在東京召開第一屆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簡稱 TICAD)，2013 年已經邁向第五屆。事實

上日本和非洲的外交關係，最早的資料可以溯及到 1910 年。當時南非還是英國的

自治領之一，日本就在開普敦設立了名譽領事，1918 年正式成立領事館；1933 年

日本在非洲最古老的國家之一衣索比亞設立領事館；1936 年在埃及設立第一個北

非大使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非洲出現殖民地獨立風潮，1960 年非洲獨立

年，日本陸續承認了許多非洲國家，然而非洲國家動亂戰火頻繁，有些受到承認

的非洲國家，在好幾年後日本才設立大使館，有的還是一館兼數國的業務，如駐

南非日本大使館就兼任史瓦濟蘭、賴索托及納米比亞四國業務。而非洲國家因為

貧窮，有的國家也以駐中國使館兼任與日本的外交事務1。 

    經濟方面，1950 年就有日非之間的貿易統計數字，貿易額雖然不大，但與南

非的貿易佔了非洲一半，可見日本在非洲之利益在於經濟利益，重視非洲的礦產

資源。爾後，面對非洲許多新興國家的誕生，1961 年 5 月 16 日外務省增設中東及

非洲事務部。隔年，日本的汽車產業進入南非投資設廠2。1966 年日本政府首次提

供烏干達、肯亞、坦尚尼亞及奈及利亞四國有條件的日圓借款，協助經濟開發3。

可見日本和非洲的關係最先發展貿易、然後進行投資和最後才開始援助關係。綜

上所述，日本和非洲的關係早在 1993 年 TICAD 的 40 年前就開始，既然日非之間

早有了交往關係，召開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背後真正的意義何在? 

 

二、 研究目的 

 

    日本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ODA)，1970 年至 1980 年增加 27.5 倍，1988 年

時援助金額僅次於亞洲地區，顯示日本以援助方式積極伸展觸角到非洲。1991 年

時，日本則開始倡議聯合國援助非洲，同年在東京主辦首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

議。非洲頓時變得重要，是日本決策者偏好?非洲本身原因?世界局勢改變?還是另

有其他外在因素?這就是本論文在研究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時，想一併辨明的動

機。 

 

    所以在這樣的研究動機下，本研究希望能達到以下的目的： 

(一) 1993 年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舉辦前，日本對非洲政策為獲取經濟利益。 

                                                 
1
 日本外務省-各國‧地域情勢-非洲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frica.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4 日) 
2
 日本豐田汽車 http://www.toyota.co.jp/jpn/company/about_toyota/facilities/worldwide/index.html (查

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4 日) 
3
 日本外務省 ODA 白皮書 2004 年版-第 I 部 ODA50 年的成果與歷程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index.ht

m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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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93 年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透過聯合國援助體制和非洲交往，日本的真

正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政治利益。 

(三) 什麼樣的內外在因素造成日本改變對非洲的政策? 

(四) 日本追求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孰輕孰重? 

(五) 日本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是否能調和?還是相互排斥? 

 

    過去學者研究日本對非洲的外交政策，多以援助的觀點來分析，本文認為可

從利益的觀點審視。原因是過去研究日本和非洲的關係，難免陷入南北觀點，即

贈與及受惠關係。本論文以為援外、貿易和投資為三位一體的經濟外交手段，是

現代國家取得交換利益、創造共同利益，進行合作，以謀取各項利益的重要方法，

若三項到位將有助於通盤了解日本對非洲的外交政策。 

 

第二節 文獻討論 
 

一、社會交換論 

 

    國際關係有兩大顯學，一是現實主義學派，一是自由主義學派。這兩大學派

在國家利益的理論上，受到社會交換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很大的影響，因而

發展出相對利益和絕對利益的觀點。社會交換論形成於 1950 年代末期的美國，是

汲取經濟學、人類學、行為心理學等多個學科精華，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其中亞

當‧史密斯(Adam Smith)古典經濟學中的利潤、成本和交易等概念影響最大，交換

行為是一種介於純粹利已或純粹利他的互惠互利行為，彼此都能受益的情形下，

交換關係才會持續。而最早將交換理論引進政治分析是 R. L. Curry 和 L. L. Wade，

在「A Theory of Political Exchange：Economic Reasoning in Political Analysis」書中

指出，政治關係與其他社會關係一樣，是一種交換關係。而現實主義者主張國家

間的交換關係以相對利益為目的；而自由主義者則主張國家間在交換利益時，不

僅重視相對利益，也會考量絕對利益。 

 

二、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者 David Baldwin 在「經濟馭國」(Economic Statecraft)一文中認為，

對外援助是援助國將資源作為一種單邊、讓與性的轉移，表面上似乎不期望回報，

實際上是有所期待，目的在影響受援國，切斷援助時，足以產生威嚇效果4。但是

到 1990 年為止，從非洲來看，在日本的出口和進口僅佔整體對外貿易 2%強，兩

者相隔遙遠，發生戰爭的機率微乎其微，日本更不需要對它產生威嚇的效用。假

設日本政府的政治利益是志在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則 1993 年起應

持續增加雙邊政府開發援助，但事實不然，從1996年橋本龍太郎(Ryutaro Hashimoto)

當權，直至 2003 年日本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改變不大(詳見圖 1-1)。而 1993 年

起日本對非出口逐漸減少，進口逐漸增加，最後在 2001 年出現驚人的改變，由貿

易順差變為貿易逆差(詳見圖 1-2)。代表著日本追求的政治利益，不只是援助關係

                                                 
4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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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充分說明，現實主義忽略的經濟安全，必須列入考慮，因而本文將日非之間

的經貿投資，列入研究範圍。 

 

 
(註)作者自行繪製。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国別・援助形態別の援助実績検索

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 (查閱日期：

2015 年 5 月 5 日) 

 

圖 1- 1 1993 年至 2014 年日本外務省在漠南非洲的各項 ODA 援助實績 

(單位：百萬美元) 

 

 

 
(註)作者自行繪製。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rch/index.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8 日) 

 

圖 1- 2 1993 年至 2014 年日本對非洲貿易進出口額(單位：百萬日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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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主義 

 

    日非之間差異性大，日本擁有 1.4 億人口且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四，是屬於已

開發的人力資源型國，接近單一民族，人民的認同度高且文化同質性高，政治民

主自由而相當穩定；相較之下，非洲國家多，但強國相對稀少，僅有北非埃及，

南非、東部衣索比亞及西非奈及利亞等區域大國，多數人口密度不高，國家發展

型態偏向資源豐富型國，但各國的部族眾多且分布和國家疆域劃分不一，族群衝

突時有，國內政治不穩定，過去深受資源的詛咒(resource curse)。日非之間的生產

要素稟賦，高度存在著互補性，兩國進行商業行為後，絕對利益將可增加。 

    從戰後吉田茂(Shigeru Yoshida)首相主張貿易立國，韓戰爆發後，日本開始向

世界出口輕工業產品，對象包括非洲，同時也進口非洲的天然資源和原物料；2001

年森喜朗以日本首相身分首訪非洲後，貿易量快速增加。在直接投資方面，1962

年日本豐田汽車進入南非設廠，在當地僱用廉價勞工，組裝汽車。1964 年禁止在

南非直接投資後，日本企業開始在其他漠南非洲國家，進行多元產業投資，東京

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後日本開始出現積極投資人力資源的現象，提供非洲當

地人民職業訓練和赴日研修的機會。日本企業和非洲合作開發天然氣等商業活動，

也孕育而生，如三井物產和莫三比克國家石油公司預計 2018 年展開開採天然氣計

畫，建設火力發電站和化工廠等5。 

    所以新自由主義者 Robert Keohane 認為，國家間進行貿易，除了會產生互賴

和互惠現象，透過制度的創新，可以產生信任和義務，創造出雙方的共同利益，

形成合作6。日非之間存在著某種國際建制，因為國家間在某個議題上，有了共同

利益的話，便會使用制度來克服合作的障礙，而這些共同利益關係是否有助於促

成日非進行更高階議題的合作，則有必要進一步探明。 

 

四、安全觀點 

 

    日本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貿易和投資的經濟關係在 1993 年第一屆東京國

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舉辦前，已經三項到位，為何日本還要透過聯合國體系

援助非洲和宣布增加援助金額?根據學者 Tukumbi Lumumba-Kasongo 的看法，研究

日非的外交關係，傳統的現實或自由主義觀點，已經不敷使用，應該列入歷史背

景和文化等因素作為考量，才能釐清箇中原因所在。他認為日本和非洲之間存在

的共同利益，就是安全。首先他指出，日本外交政策的特色來自於它的和平憲法，

因為日本沒有也不得使用攻擊性武器，所以日本的安全來自於合作，唯有促進和

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取得集體安全。而日本期望透過聯合國以集體力量獲得

自身安全，更希望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主掌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

與安定。而安全也是非洲的重要利益，許多非洲國家因為部族問題，導致國內戰

爭和衝突頻繁，於是政府視國家和平穩定為首要任務，他們也希望透過非洲聯盟

的團結和聯合國的協助，最後使整個非洲和平穩定、經濟繁榮發展。所以日非都

想要獲得安全，這也就是日本要透過聯合國體系增加對非洲開發援助的箇中原因

                                                 
5
 日經中文網-三井物產與莫三比克公司展開合作，拓展天然氣業務 

http://zh.cn.nikkei.com/china/pr/mitsui/a16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7 月 7 日) 
6
 Robert O. Keohane,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1, 

(Winter 1986), pp.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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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表 1-1)
 7。 

 

表 1- 1  Tukumbi Lumumba-Kasongo 的比較日本和非洲國家的異同 

 日本 非洲國家 

人口 1.3 億人口且人口密度高 只有奈及利亞(1.6 億)人口高於日本 

國家類型 已開發的人力資源型國 資源豐富型國 

文化 近單一民族，認同度高且文化同質性高 部族眾多且分布和國家疆域劃分不一 

安全 集體安全 國內和平穩定 

手段 透過 UN 集體力量+UNSC 常任理事 透過 AU+FDI 

目標 維護世界和平的大國 整個非洲的和平與穩定 

共同利益 政治利益-共同政治安全(聯合國改革) 

(註)作者自整理。資料來源：Tukumbi Lumumba-Kasongo “Japan-Africa Relations” 

 

五、國際建制觀點 

     

    參考上述各位學者看法後，發現日非關係並非單純的援助關係可以充分解釋，

除了輔以自由主義者從經貿角度的觀察，本論文認為應該透過國際建制的觀點，

加以研究。根據 David A. Lake 的理論，在霸權建立的體制中，國家可分為領導者、

追隨者、破壞者及搭便車四個角色8，學者 Inoguchi Takashi
9、Kent E. Calder

10和高

橋基樹11則認為日本的行為受美國因素所影響，長久以來是屬於制度支持者。霸權

是制度中，最主要的受惠者，而聯合國援助體制事實上，是美國霸權以「華盛頓

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為基礎所建立的體制，日本以制度支持者的身分，

透過非洲問題，日本不斷建立國際建制，並從公共財中，取得國家利益。 

    日本在冷戰後開始有系統地對非洲進行援助，透過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TICAD)和聯合國、G7/G8、OECD 等聯合國強大的援助體系，有助於增加國家利

益。日本自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推動「政治大國」路線以來，代表政治

大國的最佳象徵就是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要取得國際社會的支

持，就是透過國際貢獻，聯合國是一個重要的國際平台。而 1990 年代初，當時聯

合國秘書長蓋里建議日本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 簡稱 PKOs)作為國際貢獻。另一方面，日本右派認為此舉將有助於日本

自衛隊走上國際舞台，為日本往正常國家鋪路。因此透過國內因素、國際因素及

國際建制三方面的，將有助於本論文瞭解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改變，及追求的國家

利益改變。 

 

 

                                                 
7
 Tukumbi Lumumba-Kasongo, Japan-Africa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64-181. 
8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887-1934,”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4 (Jul 1983),pp.522. 
9
 Inoguchi Takashi, “Japan’s Images and Options: Not a Challenger, but a Support,” Journal of Japan 

Studies. Vol.12. No.1. (Winter 1986), pp. 95-119. 
10

 Kent E Calder, “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ation: Explaining the Reactive State,” World 

Politics,Vol. 40, No.4, (Jul 1988 ), pp.517-541. 
11

 高橋基樹，日本の対アフリカ援助外交の変遷：「反応」性と政治意思の欠如，国際問題(東京：

2010)，No. 591, 頁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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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歷史分析法 

 

    由於日本受到戰後體制的影響，為確定冷戰後是否仍然延續冷戰期間的政策，

故本文將進行系統性的歷史分析，談論到冷戰時期的日非關係，並檢視至目前，

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演變。另外，日本對非洲政策在國際援助體制中，是否造成影

響，而國際援助體制，又為日本對非洲政策上，帶來什麼影響。 

 

二、文獻分析法 

 

    本文主要資料來源為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如外交青書、政府開發援助白皮

書12。並且日本對外援助的相關官方資料，如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簡稱 JICA)
13、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JETRO)
14的日本企業海外發展研究報告等第一手的官方資料為

主。在貿易方面，參考日本財政省15的貿易統計；在資源能源統計方面，則是參考

經濟產業省16和所屬的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
17

的各項統計。非洲方面，則參考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AU)網站18和非洲開發銀

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19以及聯合國相關部門20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1等所發布的統

計和報告。歸納出日本對非洲政策之指導原則、決策因素、援助方式及成效，再

輔以理論面之評估。  

 

三、數據分析法 

 

    本文探討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演變，立足於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追求。為研

究日非雙方在國際結構所處地位，除了上述官方機構所發布的統計資料外，也將

參考 OECD、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統計資料，比較援助、貿易和投資數據。 

 

 

 

                                                 
12

 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 http://www.mofa.go.jp/mofaj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3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http://www.jica.go.jp/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4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http://www.jetro.go.jp/indexj.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5

 日本財政省 http://www.mof.go.jp/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6

 日本經濟產業省 http://www.meti.go.jp/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7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 http://www.jogmec.go.jp/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8

 非洲聯盟 http://www.au.int/en/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19

 非洲開發銀行 http://www.afdb.org/en/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20

 聯合國相關部門包括「國際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聯合國貿易暨

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及專門機構「世界銀

行」等。 
2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http://www.oecd.org/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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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分析法 

 

    由於非洲幅員廣大，為使本文之研究有效歸納，僅就非洲重點國家，整理日

本在非洲個別國家或非洲區域中的外交政策特性。另外，在各國對非洲政策部分，

根據 OECD-DAC 的定義，將非洲大陸的援助國分為傳統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並

列入多邊組織，討論各自對消除非洲貧窮的努力。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研究框架為處於戰後體制的日本，從「政治大國論」提出後，國際環境處於

援助非洲熱中，財政省和經濟產業省等經濟官僚和外務省的政治官僚間的權力變

化，而藉由自民黨政治家和首相的政策改變，外務省的權力最後超越經濟官僚。

在外務省官僚權力上升過程中，透過國際貢獻，也就是聯合國援助體制及聯合國

維持和平活動的參與，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政治利益也優先了經濟利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1- 3 冷戰後日本對非洲政策中決策者權力消長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分為六個章節。首先，第一章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二

章第一節開始，探討影響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的國內外因素。在戰後體制的架構

下，日本政府的政策決策模式，交織出日本和各國交往合作特有的經濟外交，包

括援助、貿易和投資。而第二節則探討冷戰後，國際結構的改變、非洲地位的上

升和聯合國等三項國際因素的改變，影響到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中，追求利益的

改變。第三節則歸納出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的特色；第四節為小結。 

   第三章則進入日本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政策，第一節首先檢視隨著與國際援

助潮流，日本援助體制的發展情形，而傳統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情形；第二節

則是分析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作為冷戰後日本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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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則分析冷戰後日本在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第四節為小結。 

    第四章則進入日本對非洲的貿易及投資政策，第一節首先檢視非洲的經濟現

況。第二節則是分析冷戰後日本在非洲的貿易及投資；第三節則是敘述日本在非

洲各區域現況；第四節為小結。 

    第五章則說明各國對非洲政策，根據 OECD-DAC 的定義，第一節說明早期的

傳統援助國，包括美國、法國、德國、英國以及後來加入的韓國；第二節則是近

年來的新興援助國，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第三節則納入包括 G7/G8、

OECD 和 EU 等多邊組織，在非洲援助中發揮的角色；第四節為小結。 

    第六章則提出結論，歸納日非關係始於經濟利益交換，從一開始處於現實主

義者主張的利益交換的階段，日本為追求政治利益後，進行經濟合作，未來將形

成共同利益，這是目前日本國內，無論政治家、官僚和財界對於非洲政策都產生

的共識。在未來展望部分，未來經濟官僚的權力是否隨著非洲經濟發展，再度上

升；非洲是中日競合的場域以及非洲崛起的意義等，給予展望與建議。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研究時間 

 

    本論文在時間上以冷戰結束後至 2015 年 5 月止，為研究範圍。惟為了比較冷

戰後日本對非洲援助目的的變化，必須與冷戰期間的日非關係做比較。 

 

(二) 研究主體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為從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中，觀察日本追求國家利益的改

變現象。故將政治利益定義為日本的中國因素、國際威望和入常機會，追求的手

段是政治官僚透過無償援助；經濟利益則定義為確保能資源和日本海外商業利益

發展，追求的手段是經濟官僚透過日圓貸款，財界的直接投資和貿易量。兩者的

利益並非零和，而是採取相對地概念。 

 

(三) 研究對象 

 

1.日本 

 

    本論文從財政省、經濟產業省和外務省官僚的權力消長，以及日本政黨自民

黨的派閥起落、首相的領導權力大小以及財界的利益所好，探討對非洲政策的影

響。 

 

2.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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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目前共有 54 國22，在區域劃分上，根據日本外務省網

站公布的最新 ODA 實施地圖，日本政府以撒哈拉沙漠為界，分為北非和漠南非洲

(Sub-Sahara Africa)，其中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摩洛哥五國劃

入實施地圖的中東北非區域；其餘 49 國則屬於漠南非洲(詳見圖 1-4、表 1-1)。如

此分別，是因為撒哈拉以北以伊斯蘭阿拉伯人為主；在廣大的漠南非洲，多數人

種為黑人，皮膚黝黑，故漠南非洲又稱為「黑非洲」。但本文想研究的並非只是

日本在漠南非洲的援助情況，為維持非洲大陸完整性，北非仍列入觀察。然而非

洲國家為數眾多，限於篇幅，本文將依照外務省的劃分，針對非洲五大區域進行

觀察，再輔以重點國家，如埃及、南非和衣索比亞等區域大國進行詳細的觀察。 

 
(註)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 ODA 實施地圖 

圖 1- 4 非洲地圖 

                                                 
22

 非洲事實上有 55 國，1982 年撒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國(Sahrawi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由非洲

聯盟承認為會員國，但未加入聯合國，日本也未承認。而漠南非洲區域直到 2011 年才正式出現

在日本 ODA 實施地圖中。2008 年以前蘇丹屬於中東地區。南蘇丹則是非洲也是世界最新的國

家，2011 年建立。由於國際間劃分非洲區域並無一致，本文主要在研究日非關係，故以日本外

務省公布的最新 ODA 實施地圖為準。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region/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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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日本政府劃分的非洲區域與國家 

北非 5 國 
阿爾及利亞 (Algeria)、埃及 (Egypt)、突尼西亞 (Tunisia)、摩洛哥

(Morroco)和利比亞(Libya)。 

漠南非洲

49 國 

東 部 非

洲 14 國 

烏干達(Uganda)、衣索比亞(Ethiopia)、厄利垂亞(Eritrea)、

葛摩(Comoros)、蘇丹(Sudan)、塞席爾(Seychelles)、索馬

利亞(Somalia)、肯亞(Kenya)、吉布地(Djibouti)、坦尚尼亞

(Tanzania)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南蘇丹 (South 

Sudan)、模里西斯(Mauritius)和盧安達(Rwanda)。 

西 部 非

洲 16 國 

迦納(Ghana)、維德角(Cape Verde)、甘比亞(Gambia)、幾

內亞(Guinea)、獅子山共和國(Sierra Leone)、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塞內加爾(Senegal)、多哥(Togo)、奈及利

亞(Nigeria)、幾內亞比索(Guinea Bissau)、象牙海岸(Côte 

d’Ivoire) 、 貝 南 (Benin) 、 馬 利 (Mali) 、 茅 利 塔 尼 亞

(Mauritania)、賴比瑞亞(Liberia)和尼日(Niger)。 

中 部 非

洲 9 國 

加彭(Gabon)、喀麥隆(Cameroon)、剛果共和國(Republic of 

Congo)、剛果民主共和國(Republic) 、聖多美普林西比(Sao 

Tome Principe)、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查德

(Chad)、中非共和國(Republic of Central Africa)和蒲隆地

(Burundi)。 

南 部 非

洲 10 國 

安哥拉(Angola)、尚比亞(Zambia)、辛巴威(Zimbabwe)、

史瓦濟蘭 (Swaziland) 、納米比亞 (Namibia) 、馬拉威

(Malawi)、波札那(Botswana)、南非(South Africa)、莫三比

克(Mozambique)和賴索托(Lesotho)。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日本とアフリカ～躍動のアフリカと手を携えて」 パン

フレット・リーフレット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pr/pub/pamph/japan_africa.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6 月 14 日) 

 

二、研究限制： 

 

(一) 日非間的外交關係，以日本外務省、財務省和經濟產業省等公布的官方資料

和研究報告為主要資料。而各種年度統計數據，必須在新的一年度，甚或兩

年後才能完成，故本文的資料無法完全以 2014 年的資料為標準，但將儘可能

收集最新資料來呈現。 

 

(二) 由於非洲地域廣大，為使本文之研究有效歸納，僅就非洲重點國家，整理日

本在非洲個別國家或非洲區域中的外交政策特性。此外，本文僅研究日本在

非洲政策中，追求國家利益改變的現象，並不探討亞洲政策和非洲政策孰重

孰輕。 

 

(三) 作者不諳英日文以外語文，文中傳統援助國和新型援助國資料，主要來自 

「JETRO 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資料有限，但本文以研究日本和非洲關

係為目的，故其他援助國之分析僅為對照、輔助之用，應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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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對非洲政策 
 

    日本和非洲的關係真正開始引人注意，是從 1993 年第一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

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開始，TICAD

的倡議在冷戰結束前夕1，而冷戰的結束代表著日本與非洲外交關係邁向新階段。

1991 年日本外交青書指出，戰後日本有兩個外交階段，1970 年代以前是屬於戰後

問題處理及復興階段，主要目標在締結和平條約、恢復邦交、加入聯合國等國際

組織，回歸國際社會；1970 至 1980 年代，則是以「西方陣營先進民主主義工業國

家」為己責，利用經濟力量，積極參與西方陣營和維護亞太地區安全。然而冷戰

結束後，東西意識形態式微、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崛起，對日本來說「西方陣營」

和「先進民主主義工業國家」的意義已經逐漸消失。因此，1990 年代開始，是日

本的外交轉換期，除了美日同盟更加重要，加強美日、歐日關係，提升與亞太地

區國家間的信賴關係外，日本必須放大格局，協助亞、非和中美洲等區域發展經

濟和技術，為世界的和平及安全作貢獻2。 

    故本文在討論利用國際建制觀點後，將針對日本，這個所謂的國家行為者，

進行內部分析，分別由國內和國際因素觀點，討論日本和改變對日本所追求的國

家利益。結論將歸納出，日非關係始於經濟交換利益，冷戰後日本對非洲外交政

策首度出現政治利益的追求，而 2005 年的聯合國改革失敗則是另一個轉捩點，日

本開始追求政治利益至於經濟利益之前。隨著非洲和平安定及國際情勢的改變，

日本企業增加非洲投資，預測雙方將會創造出共同的經濟利益，但是否日本能夠

藉此創造共同的政治利益則尚有待進一步觀察。 

 

第一節  國內因素對非洲外交政策的影響 
  

    國內因素首先從戰後體制開始談論，其次討論日本政策決策者及日本經濟外

交等，對非洲政策的影響。這些國內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導致日本只關注國內經

濟和國際貿易，因而延宕了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的政治利益追求。 

 

一、戰後體制 

 

(一) 日本和平憲法 

 

    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選擇優先發展經濟，最主要的原因是受限於日本和平

憲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首的盟軍佔領戰敗國日本，主導新憲法草案。

為了消滅日本軍國主義，1947 年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放棄交戰權，

不得保有任何作戰能力，因此日本憲法素有「和平憲法」或「非戰憲法」之稱。

1951 年各國簽署「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的同時，9 月美日締結了「美日安全保

                                                 
1
 1991 年 9 月 24 日，外務大臣中山太郎代表日本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呼籲各國應該重視和加

強對於非洲世界的援助和發展，倡議舉辦非洲元首級的開發會議。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蓋里更建

議日本能夠做出更多國際貢獻，為入常鋪路。詳細請參考第二章第二節聯合國改革部分。 
2
 1991 年日本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1-2.htm (查閱日期：

2014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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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條約」，由美國全權負責日本的軍事安全。當時吉田茂首相等，面對國內反抗美

日安保的高漲情緒，為防止左派掌權，和中右派集結起來，主張國家安全交諸美

國，全力發展國內經濟和復興繁榮。於是在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下，50 年代起日本

選擇了「經濟大國」路線，又稱為「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這項決策影響

深遠，即使岸信介上台後，雖然批評吉田外交的方式造成美日地位不對等，簽訂

了新美日安保條約後，仍然以促進日本經濟成長為政策主軸，此後的池田勇人和

佐藤榮作(Eisaku Sato)等首相也都繼承了「吉田主義」。因此日本能夠在短期間出現

驚人的經濟成長，1968 年成為西方陣營中，GDP 僅次於美國的國家；1980 年代更

超越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日本無法發展軍事，但是若以國際和平貢獻為名，則

情況開始不同。1954 年日本政府在不修改和平憲法的情況下，成立專守防衛的自

衛隊，而參議院也通過了禁止海外派兵的決議。但是 1992 年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內閣時期通過了「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協力法」(U.N. Peacekeeping 

Activities Cooperation Law, 簡稱 PKO 法)
 3，讓自衛隊有了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

動的法源依據，1995 年修改的「防衛計畫大綱」就列入了國際和平貢獻的職能，

2004年再度修正的「防衛計畫大綱」，則明訂了國際和平合作是自衛隊的基本任務。
4國際和平合作的內容包括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國際人道救援行動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Relief Operations, IHROs)，方式分為人員派遣(dispatch of personnel)

和實物貢獻(contribution in kind)；1998 年 6 月日本國會修正 PKO 法，增加國際選

舉監督活動及透過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提供物資救援；2001 年 12

月國會再度修正 PKO 法，解除參加維持和平部隊(Peacekeeping Force, PKF)的限制、

放寬武器使用和防衛對象的範圍。後來因為索馬利亞海盜猖獗，2009 年 6 月日本

國會通過「海盜對策法」，將防衛對象擴大至外國船舶，2013 年在東非吉布地設立

自衛隊首座海外軍事基地。如今自衛隊的海外派遣主要包括聯合國的派遣活動、

支援多國部隊活動和打擊海盜三個方面，這些也都反映在非洲的軍事布局上。 

 

(二) 對美協調 

 

    因為軍事力量的限制，日本的外交政策常常依附於美國的意向，尤其在外交

政策上，受到很大的箝制，故有「美壓式反應國家」(reactive state)之稱5。在這樣

的背景下，日本透過東南亞的戰爭賠償經驗發展出自樹一格的經濟外交模式，也

就是集援助、貿易和投資三位一體的經濟援助方式。1971 年美軍交還沖繩，日本

宣布獨立自主；1972 年中日建交，亞洲邦交工作暫時告一段落，日本改變了一貫

獲取經貿利益為主的外交趨向。1982 年中曾根康弘對於日本政治利益的提升，有

了具體的看法，指出吉田式外交一味追隨美國、欠缺自主性，導致日本無國家發

展策略可言，因而主張日本應成為「政治大國」，不應只是透過經濟手段來獲取單

純的經濟利益，更應該藉著經濟外交的手段來提升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及尋求

                                                 
3
 PKO 法的 3 大支柱為：①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②協助國際人道救援活動③協助國際選舉監

視活動，及參加 5 原則為：①雙方同意停戰。②接受國同意。③保持活動中立性。④前述 3 原

則消失時，將中斷活動。⑤參加人員為保護生命及身體安全時，在最小的限度下，得使用武器。 
4
 楊永明，日本安全防衛新走向，青年日報網站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2/eb0318.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4 日) 
5
 Kent E Calder, op. cit., pp.51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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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實力相對的政治地位6。此後，日本首相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時，內容都會提

及聯合國改革，甚至點名各工業先進國應了解協助漠南非洲開發的重要性，顯示

日本意圖藉由非洲問題，進行國際貢獻，藉此提高國際威望及增加入常機會7，而

1993 年 TICAD I 召開使得「政治大國」這項主張終於有了具體的成果。 

 

(三) 聯合國中心 

 

日本之所以提出聯合國改革的言論，除了想擺脫對美協調，另一個原因在於

戰敗國的身分，一直以來阻礙了日本在國際權力政治的發展。1952 年日本申請加

入聯合國，直到 1956 年才成功進入聯合國，之後對於「聯合國憲章」中，第 53

條、第 107 條的「敵國條款」多次表示不滿，提出修改憲章的要求8。如 1990 年第

45 屆聯合國大會外相中山太郎提出刪除「敵國條款」的要求、1992 年的宮澤喜一

和 2000 年的小泉純一郎在聯合國公開演講中，也都一再度提出相同的要求。尤其，

小泉時期，2003 年外相川口順子(Yoriko Kawaguchi)在聯合國大會討論到聯合國改

革時，主張刪除該條款，2004 年川口又和小泉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時，再度

提出希望重新評估該條款的要求。 

    雖然 1958 年日本首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9，但真正的目的是想

成為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安理會若能改革，將是國際權力政治再洗牌，有

助於日本提升國際政治地位。1971 年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協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得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1973 年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提到，「中國取得代表

權進入聯合國後，將援助外交的重點轉至非洲，對非洲的影響力將上升。今後日

本更應該協助非洲國家發展經濟獨立及開發豐富的天然資源。」顯示在聯合國中

國代表權事件後，日本意識到集結非洲的政治力量重要性，將有助於提高在聯合

國的政治地位。1991 年 12 月日本駐聯合國大使波多野敬雄，在「朝日新聞」的採

訪中曾提到，日本要在 1995 年聯合國成立 50 周年時，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10。1993

年日本積極籌辦 TICAD，和非洲進行交往，不外乎想依循中共的模式，改革安理

會，達成日本成為大國的最後目標。 

 

二、日本政策決策模式 

 

(一) 首相 

 

    冷戰結束後，海部俊樹(Toshiki Kaifu)、宮澤喜一、河野洋平(Yohei Kano)、細

川護熙(Morihiro Hosokawa)、羽田孜(Tsutomu Hata)、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

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Keizo Obuchi)、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Shinzo Abe)、

                                                 
6
 本田優，日本に国家戦略はあるのか(東京：朝日新聞社，2007 年)，頁 85-89。 

7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日本政府代表們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indices/un/ (查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8
 李建民，“普通國家”目標與日本對聯合國外交，當代亞太，第 7 期(2004 年)，頁 9-10。 

9
 2014 年止，日本總共擔任過 10 次非常任理事國，每次任期 2 年，分別是：1958 年、1966 年、

1971 年、1975 年、1981 年、1987 年、1992 年、1997 年、2005 年、2009 年。2016 年 1 月將第

11 次擔任非常任理事國，是聯合國史上成為非常任理事國次數最多的國家。 
10

 金熙德，日本聯合國外交的定位與演變，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5 期(2005 年)，頁 5。 



 

 22 

福田康夫(Yasuo Hukuda)、麻生太郎(Taro Aso)、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菅

直人(Naoto Kan)、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等共 16 位擔任過首相，其中訪問非洲

的海部俊樹、村山富市、橋本龍太郎、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和福田康

夫等 8 位都是自民黨的首相(詳見表 2-1)。1990 年和 1995 年海部俊樹和村山富市

先後訪問埃及，橋本龍太郎則是在卸任後訪問埃及和奈及利亞，可以看出冷戰結

束後，日本對於非洲的外交重心停留在北非埃及，2001 年才首度有日本首相身分

訪問漠南非洲。此外森喜朗、小泉純一郎及安倍晉三的派閥淵源深，有關研究將

整理在自民黨部分，以下先介紹這三位首相的非洲政策： 

 

1.森喜朗視非洲為日本擴大外交的一環 

 

森喜朗繼承了福田赳夫及安倍晉太郎的政策思想，認為冷戰格局解體，日本

不僅在經濟方面，在維持國際和平方面也應分擔重責大任，他提倡維護人類安全，

在他的發言裡更表示身為首相，要做一些不同於以往首相所做的事，尤其是過去

外交關係薄弱的國家，所以在 2000 年沖繩 G7/G8 高峰會裡，力促非洲代表參加擴

大大會，2001 年則是首度日本首相訪問漠南非洲。此外，他和時任聯合國人權委

員會高級專員緒方貞子，合作協助國際社會解決非洲傳染病問題。同時，也在內

閣設置「海外經濟合作會議」，發揮 ODA 的戰略性意義，提供開發中國家的發展

和人道救助。因此非洲的意義，在森喜朗時，是作為擴大日本外交的一環，而森

喜朗即使卸任後，仍然積極參與非洲事務及出席第四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TICAD IV)
11。 

 

2.小泉純一郎積極擴大非洲外交 

 

    小泉純一郎的國家政策以實現日本成為超級政治大國為目標，故外交上極力

追隨美國，希望獲得美國的認可和提攜，如為了支持反恐戰爭，2001 年通過「恐

怖防止法案」、2003 年通過「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法」，派兵至伊拉克支援重建。

此外為了積極進行國際和平貢獻，制定了「國民保護法」、「限制外國軍用品等海

上運輸法案」、「自衛隊修改法案」、「支援美軍行動措施法案」、「特定公共設施利

用法案」、「俘虜等處理法案」及「違反國際人道主義行為處罰法案等」等 7 項緊

急事態法案，將自衛隊推向國際12。另外，他也修改了「ODA 大綱」，試圖以經濟

援助的方式拉攏開發中國家，取得「入常」門票，但因為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拒

絕承認過去侵略的歷史事實，激怒了中國和韓國等抵制日本的入常活動，最終使

亞洲外交陷入危機。因此，為了維持外交及入常活動，小泉將注意力轉向非洲，

2003 年第三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II)中，公開表示支持非洲提出的「非

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任內大幅增加 ODA 資金、駐非洲的外館和機構辦

事處，正視到漠南非洲的重要性。2006 年小泉訪問南非、埃及、衣索比亞和迦納，

並成為第一位前往非洲聯盟總部的日本首相，象徵意義大。 

 

 

                                                 
11

 森喜朗官方網站 http://www.mori-yoshiro.com/PolicyIdea/2-1.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18 日) 
12

 高洪，小泉政權在災年中的政治“豐收”─2004 年日本政治回顧與展望，日本學刊，第 1 期(2005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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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倍晉三視非洲為戰略外交之一環 

 

    安倍第一次上任時，修正「小泉外交」，積極修補和中韓兩國的關係，其中還

提出將援非合作事項作為中日戰略互惠的一環，2007 年與溫家寶會晤時，談到「構

築援非問題磋商框架」13。2012 年第二次上任時，安倍晉三高唱「地球儀外交」和

「積極和平主義」，為了持續推動入常，更是歷任首相中，訪問非洲最多次者。2007

年第一次上任時訪問埃及外，第二次上任後，2013 年 8 月為視察自衛隊海外基地，

訪問吉布地，2014 年 1 月則是訪問非洲象牙海岸、莫三比克、衣索比亞三國、2015

年 1 月年再度訪問埃及。2015 年 2 月安倍內閣將「ODA 大綱」更名為「開發協力

大綱」，明定非洲是援助重點區域，提高非洲的重要性。9 月聯合國非洲地區經濟

共同體主席國峰會時，更表示為了非洲和平和穩定，要積極做出貢獻。會後更表

示 2016 年第六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VI)，將首度在非洲肯亞召開，並

且改為每三年舉辦一次14。 

 

表 2- 1  日本首相訪問非洲 

日本首相 訪問非洲國家(西元年) 

海部俊樹 埃及(1990、卸任後 2001.3)、南非(卸任後 1996.5) 

村山富市 埃及(1995) 

橋本龍太郎 
奈及利亞(1999.1 卸任後外交最高顧問)、埃及(卸任後 2001.10、
2004.3) 

森喜朗 

突尼西亞(1991 眾議員、2004 卸任後)、南非(2001.1、2004 及 2009

卸任後特派大使)、肯亞和奈及利亞(2001)、阿爾及利亞(2004)、

衣索比亞(2008.1 卸任後政府代表) 

小泉純一郎 
南非(2002.9)、埃及(2003.5)、衣索比亞 AU 總部(2006.4)、迦納
(2006) 

安倍晉三 
埃及(2007、2015.1)、吉布地(2013)、象牙海岸、莫三比克和衣索

比亞(2014.1) 

福田康夫 烏干達、肯亞和波札那(2009) 

鳩山由紀夫 南非(2011.2 卸任後) 

(註)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外務省-アフリカ二国間関係 

 

    從各位首相正式訪問的次數來看，埃及和南非是日本非洲外交的重點國家，

具有重要的政治性意義。另外，日本皇室訪問非洲也不遺餘力，但有趣的是，皇

室以訪問漠南非洲為開始。1960 年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明仁夫婦就以皇室身分訪問

衣索比亞，1983 年訪問尚比亞，1984 年則訪問剛果民主共和國15；2010 年現任皇

太子德仁親王則訪問迦納，2013 年則訪問南非；2014 年文仁親王夫婦訪問尚比亞。

                                                 
13 白如純、呂耀東，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演變與發展—以「非洲發展國際會議」為視點，日本學刊，

第 5 期(2008)，頁 22。 
14

 日本外務省日肯元首會談 http://www.mofa.go.jp/mofaj/afr/af2/ke/page4_001393.html (查閱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尚比亞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

http://zm.mofcom.gov.cn/article/f/201407/20140700656206.s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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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高圓宮妃殿下則訪問次數最多，1993 年訪問象牙海岸，1999 年訪問尚比亞，另

外，共 3 次訪問埃及。(詳見表 2-2) 

 

表 2- 2  日本皇室訪問非洲 

明仁天皇夫婦 衣索比亞(1960.11)、尚比亞(1983)、剛果民主共和國(1984 薩伊) 

德仁皇太子 迦納(2010)、南非(2013.12) 

文仁親王夫婦 尚比亞(2014) 

高圓宮殿下 象牙海岸(1993)、突尼西亞(1996)、尚比亞(1999)、埃及(2000.5、

2009.6、2010.6) 

(註)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外務省-外務省-アフリカ二国間関係 

 

    雖說如此，日本為內閣制國家，皇室無實權，首相權力也不若總統制的行政

首長握有實權，故除了代表決策者的行政首長之外，應考慮日本政治的運作模式。

過去日本學者細谷千博(Chihiro Hosoya)考量總統制和內閣制的對稱性後，提出了

「鐵三角模式」，指出「鐵三角模式」的三方支柱分別為自民黨、官僚和財界，中

心點為內閣。鐵三角的成因是日本的政府官僚素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行政指導的

能力，財界希望政府官僚能夠制定有利企業的相關法規，但是前提是政治家們必

須通過相關的法案，所以財界提供政治獻金給政治家，企圖促進有利企業發展的

法案通過；而在日本戰後執政過程中，幾乎清一色由自民黨執政，自民黨長期取

得財界的政治獻金作為政黨經營和競選的資金來源，如此三方緊密結合，因此形

成鐵三角。然而細谷千博的「鐵三角模式」在 1977 年提出，卻未能預測到 1980

年代後政黨、外務省和 2001 年後首相權力上升的影響，所以未能指出鐵三角勢力

發生消長的情形。前日本防衛大學校長五百旗頭真(Makoto Iokibe)更指出，小泉純

一郎則不受政官財拘束，以獲取民意支持為依歸，屬於民粹型領導者17。 

    例如佐藤榮作內閣結束後，自民黨出現了「三角大福中」的五大派閥政治18。

首相通常是派閥之間妥協後的人選，所以日本的政治學界一般認為，首相的領導

權力(leadership)薄弱。1996 年橋本龍太郎進行行政改革計畫，內容包括改變選舉

制度、修正「政治資金規正法」，以及中央行政機關改制，目的在強化內閣官邸的

領導能力。1999 年 7 月國會通過「中央省廳等改革關聯法」，2001 年 1 月正式啟

動新機制。2005 年小泉純一郎藉著行政改革和 296 席獲得眾議院壓倒性的勝利，

打破派閥鬥爭的原則，自行決定內閣人選，改變以往由下而上族議員的「政治主

導」，形成由上而下的「官邸主導」或是「首相主導」決策模式。例如 2001 年小

泉純一郎利用「經濟財政諮問會議」，取代過去財務省的預算編制主導權19；2006

年 4 月廢止了「對外經濟合作相關的閣僚會議」20，改設置「海外經濟合作會議」，

                                                 
16

 新華網 2010 年 3 月 8 日日本皇太子德仁親王訪問加納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3/08/content_13120060.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7

 五百旗頭真，戦後日本外交史(東京：有斐閣，2008)，頁 267。 
18

 三角大福中是指佐藤榮作之後，角逐自民黨總裁的五大勢力，分別是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

平正芳、福田赳夫和中曾根康弘。 
19

 信田智人，政治主導 VS.官僚支配(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3)，頁 107-113。 
20

 2003 年 8 月首相官邸設置「對外經濟協力相關閣僚會議」，由官房長官主持，只要官房長官要求

任一閣員參加會議，該閣員就必須出席，出席的成員不定，會議目的在加強行政機關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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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相主持，明訂應參加的人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外相、財務大臣和經濟產

業大臣，作為 ODA 戰略援助的司令塔。該會議審議 ODA 的策略後，交由各省廳

制定具體計畫，外務省則擔任協調的角色21。在小泉時期，對外經濟援助不只是過

去行政機構之間彼此協作的業務，已經升高為國家最高領導者，為了實現日本國

家戰略進行決策的一部分。尤其 2012 年安倍重回政壇，年年訪問非洲大陸和增加

援助的發言，其密集的程度，是所有首相中前所未有，也充分實現了他主張的日

非外交政策。 

 

(二) 官僚體系 

 

1.財政省(Ministry of Finance, 簡稱MOF))及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簡稱 METI) 

 

要談論經濟利益，必須談到日本戰後的大藏省(現在的財政省)和通產省(現在

的經濟產業省)。大藏省在 2001 年改為財政省前，一直被譽為是「官廳中的官廳」、

「最強的官廳」，而大藏省的官僚則被稱為是「官僚中的官僚」，足見大藏省在各

政府機關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使美軍佔領日本時，進行諸多改革，政治人物紛

紛遭到褫奪公權，唯獨大藏省和通產省的經濟官僚免於被解散，強大的權限得以

延續，也因此成就了早期鐵三角中「官僚主導」的政治發展22。而官股入股財閥的

情形23，在經濟官僚主導的「經濟大國」路線下，日本和世界各國之間，包括非洲，

自然優先發展經貿關係，政治互動相對不熱絡。 

 

2.外務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簡稱MOFA) 

 

    就政治利益而言，1970 年代以前，日本外交政策主要在處理戰後問題及恢復

亞洲各國邦交，故外務省早期偏重與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有關非洲方面的外交

編制遲至 2001 年後才有所改變。非洲獨立風潮期間，1961 年外務省在「歐亞局」

下增設「中近東及非洲部」，由內部單位「非洲課」負責非洲事務24，1965 年「中

近東及非洲部」雖然升格為「中近東非洲局」，但「非洲課」仍維持原層級，在漠

南非洲當時只有 8 個大使館和 2 個總領事館25。2001 年中央行政機構進行改革，「中

近東非洲局」更名為「中東非洲局」，為了推動非洲外交，「非洲課」雖然新增「非

                                                                                                                                               

請參考：日本首相官邸-會議一覽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oda/konkyo.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21

 2011 年民主黨首相野田佳彥廢止許多會議，包括「海外經濟協力會議」，改設統一性質的「國家

戰略會議」。2013 年 3 月安倍晉三再度設置「經濟協力基礎建設戰略會議」，參加成員包括財務

大臣、總務大臣、外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國土交通大臣和經濟再生負責大臣。 
22

 吳明上，日本政治過程的主導者：官僚、政黨及政治人物之間的競爭或合作?，問題與研究，第

47 期，第 3 卷(2008)，頁 51-73。 
23

 例如三井石油開發株式會社，三井物產擁有 73.58%的股權，經濟產業省則擁有 20.03%股權。 
24

 1961 年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日本外務省的組織層級為「局」、「部」、「課」。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1/s36-2-2-8.htm#1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25

 1966 年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6/s41-3-8.htm (查閱

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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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審議官」一職，增加外務官房長官的直屬命令權26。但直到 2013 年「非洲課」

才正式升格為「非洲部」，漠南非洲 49 國屬於非洲部兩課辦理，而北非五國則屬

於中東兩課27。 

 

(三) 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簡稱 LDP) 

 

    雖然「官僚主導」的論點，成為日本戰後政治發展的主流觀點，但村松岐夫

認為，五五體制中，日本鐵三角的主導模式逐漸出現消長。1970 年代兩次石油危

機，造成國內財政緊縮，經濟官僚們失去強化權力的財政工具，同時在自民黨長

期執政的過程中，出現了族議員(Diet Policy Tribe)
28，經濟官僚地位動搖，省廳之

間的政策發生對立時，橫向聯繫變得格外重要。經濟官僚為了維持自身組織的利

益，逐漸透過自民黨政務調查會，讓族議員介入，與外務省等進行政策協商，自

民黨在政策決策中的影響力自然增加29。而冷戰後的首相，除了村山富市、鳩山由

紀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彥，都是自民黨出身，自民黨的一黨優越影響了日本政治

的發展。 

    金熙德認為即使政治家力量上升後，ODA 的決策過程基本上仍然屬於官僚主

導型，但自民黨仍然力圖擴大對 ODA 決策過程的影響30。由於日本的外交政策有

一段很長的時間，有對美協調的特性，重大的外交政策常常按照美國的意圖決定，

造成外務省只是處理很多例行公事，缺乏外交自主性。1970 年代以前，外交問題

難以成為拉攏選民和爭取選票的手段，自民黨的國會議員對於外交問題的關注低，

國會兩院的外交委員會及自民黨的政調會外交調查會、外交部會因此常受到冷落。

但是 80 年代後，中曾根康弘提出「政治大國論」，經濟外交日益發揮政治的作用，

而外交政策往往牽涉到國內經濟發展，導致各省廳的對立，自民黨於是發揮了協

調和裁決的角色31。 

   自民黨除了族議員，另有一個特色，就是派閥。吉田茂後，分裂為佐藤派和池

田派，而佐藤派後來成為 90 年代自民黨最大派的竹下派32。以 1990 年 10 月 26 日

提交第 119 屆臨時國會審議的「聯合國和平協力法案」為例，1990 年 8 月 23 日外

相中山太郎(Taro Nakayama)提出建立「聯合國和平協力隊」的建議，由非武裝文

職人員組成「和平志願隊」，提供其他國家後勤援助，而非派遣自衛隊，這項提議

很快得到首相海部俊樹的贊同，但竹下派首領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及自民黨幹

事長小澤一郎(Ichiro Ozawa)則認為，應向海外派遣不穿軍裝的軍事人員，參加多

                                                 
26

 2001 年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01/1st/bk01_4.html#4-1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27

 2013 年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3/html/chapter4/chapter4_03_02.html#h040302 (查

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28

 族議員是指長期參與國會特定委員會，或是擔任過省廳的高級官僚，對於相關的政策領域具有

相當程度的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在擔任國會議員後，仍然對省廳有很大的影響力。 
29

 吳明上，前引文，頁 58。 
30

 金熙德，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107。 
31

 郭定平，論戰後日本政黨在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本學刊，第 2 期(2003 年)，頁 51-52。 
32

 90 年代自民黨 5 大派系為竹下派、宮澤派、三塚派、渡邊派和河本派。其中竹下派是指由竹下

登所建立的經世會，後來擔任會長的金丸信辭去職務後，竹下派於 1993 年分裂，本派由小淵惠

三繼承，成為小淵派，而反對派的小澤一郎則自立門戶成立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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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部隊，力主修改自衛隊法。其他如總務會長西岡武夫、宮澤喜一和渡邊美智雄，

也都贊成自衛隊走向世界，曾擔任自民黨副總裁的金丸信(Shin Kanemaru)甚至主張

應重新研究憲法。1991 年 10 月 11 日海部內閣發表的「關於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

活動法律案」因為反對意見過大成為廢案，10 月 16 日法案經過自民黨政務調查委

員會先行審議，最後才在宮澤喜一時期通過，而通過後的「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

協力法」，許多修改都是按照自民黨意見制定。此外，1991 年 4 月由海部俊樹提出

ODA 四原則33，也是到了 1992 年 6 月 30 日宮澤時期才正式成為「政府開發援助

大綱」的內容，具有法律約束力。可見派系多時，內閣的決策力量小，主要派閥

的主張在決策過程中才是起了主導作用34。 

 

表 2- 3  比較日本自由民主黨中的兩大派閥 

派閥 平成研究會 清和政策研究會(清和研) 

淵源 

來自於舊自由黨的佐藤派，後

由田中派、竹下派、小淵派和

橋本派及額賀派承襲。 

來自於舊民主黨的岸派，後由福田派、

安倍派、三塚派、森派、町村派及細田

派承襲。 

主張 亞洲邦交 親美仇共、修憲 

首相 

佐藤榮作(1964.11-1972.7) 

田中角榮(1972.7-1974.12) 

竹下登(1987.11-1989.6) 

海部俊樹(1989.8-1991.11) 

宮澤喜一(1991.11-1993.8) 

橋本龍太郎(1996.1-1998.7) 

麻生太郎(2008.9-2009.9) 

岸信介(1957.2-1960.7) 

福田赳夫(1976.12-1978.12) 

森喜朗(2000.4-2001.4) 

小泉純一郎(2001.4-2006.9) 

安倍晉三(2006.9-2007.9；2012.12-迄今) 

福田康夫(2007.9-2008.9) 

(註)作者自行整理 

 

    日本的首相幾乎都是由自民黨的總裁出任，而自民黨的總裁大部分是靠派閥

協議產生，如果自民黨最大派閥和首相政治意識相同、或派閥少時，就會出現強

而有力的領導首相，實現政治主張的決策越明顯，成為「首相主導」。觀察曾經引

領日本政壇的自民黨兩大派閥，可以發現冷戰期間和 90 年代，多是由重視亞洲外

交的經世會出身者擔任首相，而 2000 年後則是親美的清和研出身者擔任首相。森

喜朗、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等人都師承「岸派」，岸派來自於五五體制前的舊民

主黨，最初主張「反吉田路線」，但相當親美反共，最重要的是有強烈的改革意識，

如主張修改憲法以脫離戰後體制，也就是一般所指的右派人士。角福戰爭35後，師

從岸派的福田派勝出，1979 年成立清和會。1986 年接任清和會會長的安倍晉太郎

病故後，清和會再度分裂，成為「三塚派」，但三塚派受到當時竹下派的排擠，直

到 2001 年，橋本龍太郎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輸給小泉純一郎，三塚派才逐漸成

為自民黨的最大派系，現在稱作「清和政策研究會」(簡稱清和研)。於是森喜朗時

                                                 
33

 ODA 四原則為①將環保與開發結合起來；②避免援助資金用於軍事用途和助長國際糾紛；③對

發展中國家的軍事開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導彈的開發及製造、武器的進出口等動向予以注

意；④對發展中民主國家的民主化和導入市場經濟的努力及基本人權與自由保障予以注意。 
34

 王新生，日本決策過程中的官廳與自民黨，日本學刊，第 4 期(1993 年)，頁 74-76。 
35

 角福戰爭指 1970 年代制 1980 年代間，作為佐藤榮作接班人，田中角榮和福田糾夫之間爭奪自

民黨總裁的權力鬥爭，持續到 1985 年田中角榮病倒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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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塚派勢力小，即便森喜朗關心非洲，但國會中竹下派勢力大，重視亞洲的政策

自然通過較多，而小泉純一郎、福田康夫和安倍晉三時，清和研勢力強，受到親

美仇共的影響，一心想脫離戰後體制，於是當首相關心入常問題時，反中情結和

非洲政策也就隨著增加反觀自民黨經世會出身的首相，在首相主導下，重視亞洲

邦交，於是採取較圓融的態度，避免因為非洲政策，造成中韓的關係惡化，所以

在麻生太郎時，進行了首次的中日韓高峰會，直到 2012 年底，安倍晉三上台，中

日關係再度惡化，三國高峰會才又終止。 

 

(四) 財界 

  

    豬口孝教授指出日本的政治系統和對外政策是由官僚主導，但在官僚主導政

策中，更包含了各方利益團體的意見，尤其是財界團體36。日本有所謂具政治影響

力的三大經濟團體，分別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日經團)
 37、「日本工商

會議所」(簡稱日商所)
38和「經濟同友會」，這些經濟團體透過財團法人國民政治協

會，提供政治獻金，是自民黨取得政治資金最主要的來源。 

 

1.「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Japan Business Federation) 

 

    日經團被稱為「財界總部」，會員以大企業為主，會長通常被稱為「財界總理」，

代表經濟界向政府建言、提供政治獻金，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有很大影響力。例如

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期間，國際社會呼籲採取經濟制裁，外務省為順應國際輿論，

1964 年禁止直接投資南非、1975 年限制融資、1985 年禁止進口南非黃金，並計畫

陸續增加制裁手段，以表示支持反對種族隔離。但鋼鐵和電機大企業主卻透過通

產省施壓，於是外務省轉趨低調。顯見「政黨主導」期間和財閥間日趨嚴重的金

權政治，讓外務省在當時屈居下風39。 

    日經團的組織龐大，事務局下設有秘書室、14 部和 3 所。其中「國際合作本

部」裡有關非洲的委員會分別為：「中東‧北非地區委員會」、「日本‧阿爾及利亞

經濟委員會」和「漠南非洲地區委員會」40。1981 年 4 月第五代經團連會長稻山嘉

寬(Yoshihiro Inayama)曾組成經團連代表團前往阿國，1983 年成立「日本‧阿爾及

利亞經濟委員會」。2007 年 10 月漠南非洲地區委員會派出 50 位專家組成經濟調查

團，前往南非和安哥拉視察，回國後針對漠南非洲的開發提出意見，希望日本政

府能夠增加日圓貸款給安哥拉、迦納、赤道幾內亞、馬達加斯加、肯亞和尚比亞

                                                 
36

 豬口孝，現代日本外交-世紀末変動のなかで(東京：筑摩書房，1993 年)，頁 68。 
37

 日經團的前身是 1946年 8月成立的「經濟團體聯合會」(Japan 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簡稱經團聯 Keidanren)，目的在恢復戰後的日本經濟，2002 年 5 月 28 日經團聯和日本經營者團

體聯盟(簡稱日經聯)合併。 
38日本工商會議所是由「東京工商會議所」(The Toky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TCCI)擔

任會頭。 
39

 南非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期間，天木直人擔任外務省中近東非洲局非洲二課課長，採取南非制裁

措施的經過，詳細請參考：天木直人，さらば外務省！私は小泉首相と売国官僚を許さない(東

京：講談社)，頁 120-124。 
40

 經團連事務局組織圖，請參考 http://www.keidanren.or.jp/profile/jimukyoku/kikouzu.pdf (查閱日期：

2014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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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協助日本企業前進非洲41。2009 年民主黨執政時，經團連一度停止政治獻金

的活動，但 2014 年 9 月現任會長榊原定征則表示經團連將恢復中斷 5 年的政治獻

金，可見經團聯與自民黨間關係密切。   

 

2.「日本工商會議所」(The Jap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JCCI) 

 

    日商會議所主要是由各地商工會議所組成，其組織最嚴密規模也最龐大，主

要成員是散居在各地的中小企業團體。相較於日經連和阿爾及利亞的關係，日本

工商會議所則是和埃及的關係較密切。1978 年為了促進日埃間投資及貿易，日本

工商會議所成立「日本‧埃及經濟委員會」(Japan-Egypt Business Committee, 簡稱

JECB)，而埃及方面也成立對等的經濟委員會。2015 年 1 月第 9 屆「日本‧埃及經

濟聯合委員會會議」，委員長清水順三特別邀請安倍晉三、國際協力銀行副總裁矢

島浩一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理事加藤庸之等擔任特別嘉賓，顯示日本工商會議所

在與日本政界及經濟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日本經濟團體和非洲特定國家關係較好，

多少也受到財閥的影響。清水順三是豐田通商的董事長，而戰前豐田就以交易棉

花起家，1933 年在埃及設立事務所，日商所自然和埃及交往的時間較長。 

 

3.經濟同友會(Japan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經濟同友會是個人企業主要的加盟團體，針對個人企業的利益向政府建言。

2009 年成立非洲委員會，將重心放在東部非洲。2011 年 3 月擔任委員長的丸紅商

社副社長關山護，率領代表團訪問衣索比亞、肯亞和坦尚尼亞42。 

 

4.財閥的角色 

 

    日本三大經濟團體，都是由財閥的會長擔任重要的成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戰

敗後，駐日盟軍總司令(General Headquarters, 簡稱 GHQ)強制財閥解散，但 1952

年財閥限制令廢止後，財閥又進行合併，目前日本的七大商社為財閥的代表，分

別是「三菱商事」(Mitsubishi Corporation)、「伊藤忠商事」(Itochu Corporation)、「丸

紅」(Marubeni Corporation)、「三井物產」(Mitsui & CO., LTD.)、「住友商事」

(Sumitomo Corporation)、「豐田通商」(Toyota Tsusho Corporation)和「雙日」(Sojitz 

Corporation)。「商社」，又稱為「商事會社」或「商會」，主要從事物品的買賣。而

所謂的「綜合商社」 (General Trading Company)其實就是日本的多國籍企業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簡稱 MNC)，特徵之一是經手的買賣商品種類很多，買

賣遍布全球，其中原料和半加工品最多，一般國內交易佔 40%，國外交易佔 60%。

綜合商社不只是普通的貿易公司，它的特點是多角化的經營，跨足各種產業、各

種領域。由於海運活動攸關商社的貿易活動，所以綜合商社常會兼營海運事業，

扮演著日本出口貿易的拓荒者角色。以日本第一大綜合商社「三菱商事」為例，

                                                 
41

 日本経団連―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の開発に関する意見 

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07/105.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1 月 25 日) 
42

 経済同友会「2011 年アフリカ・ミッション報告書」

http://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articles/2011/pdf/110406b.pdf (檢閱日期：2015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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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提倡「殖產興業政策」43，為了對抗歐美獨佔日本的海運，早期日本政府

協助「三菱商會」(現在的三菱商事)發展海運，三菱商會後來買下礦山和冶煉工廠，

發展採礦和冶煉事業，成立「三菱 Material」；另一方面，為了降低海運事業的運

輸成本，於是又買下造船廠，成立「三菱造船」，建造輸送鐵礦石和原油的兩用船

舶，進行三角配船44；而因為海運事業取得礦物資源便利，於是成立「三菱電機」、

「三菱航空機」及「三菱自動車」等，發展重工業45。而近年來，為了提升國際競

爭力，財閥之間的企業經常發生合併的情形，如 2012 年新日本製鐵併購住友金屬

工業，成為日本國內最大的鋼鐵製造公司。 

    綜合商社在進口方面，也扮演著提供日本資源和能源的重要角色，綜合商社

進口額佔日本進口額約 75%。為了滿足廣大的能資源消費、降低能資源取得的不

確性，綜合商社和日本政府合作，透過國際協力銀行(JBIC)、國際協力機構(JICA)

和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等，在金融上予以支援

資源開發和輸入46。 

 

(五) 民眾輿論 

 

    細谷千博後，不少學者提出影響日本決策的，還包括壓力團體、民眾和媒體

等47。1993 年五五體制正式結束，自民黨失去一黨獨大的優勢，決策者雖然有偏好，

民意卻也成為施政的重要依據，根據日本內閣府的國民意見調查，1991 年冷戰結

束後，70.1%的民眾對於非洲國家的印象是充滿飢餓、疾病和貧窮，43.5%的民眾

認為日非關係應維持在目前的狀態，因此僅有 7.3%認為應加強日非經濟合作關係；

到了 2001 年，意見調查中，首度出現非洲的選項，19.7%的民眾開始對非洲感到

親切，應加強日非經濟合作關係的民眾，仍然維持在 7.7%。顯示森喜朗訪問漠南

非洲後，一般民眾增加了對於非洲的認識，但是一般民眾仍舊未重視雙方經濟合

作關係。小泉純一郎強化日非外交關係後，2005 年對非洲感到親切的民眾，增加

到 22.2%，日非間的經濟合作關係，則上升到 12.0%，2014 年安倍雖然積極推動非

洲外交，但是民眾對於非洲的印象和經濟合作關係，仍舊維持在 26.2%和 12.0%，

改變不大。然而在經濟合作上，49.7%的民眾認為給予開發中國家的援助，維持目

前的情況即可，其中穩定能資源的資金援助，佔 47.5%，超越透過援助提高國際社

會對日本的信賴、人道援助是國際義務等想法，反映出民眾態度已轉變。 

    在國際合作方面，1991 年 63.9%的民眾認為應該透過聯合國提供合作，76.2%

認為應該國際和平與維護安全上進行合作，43.8%則認為應提供發展中國家援助，

但 49.4%的民眾認為不應該一味強化金錢的貢獻，人力貢獻也應該積極。顯示日本

政府雖然在國際社會和美國的壓力下，通過 PKO 法，事實上和國內民眾的支持也

有關；到了 2001 年 69.8%的民眾認為應該在國際和平與維護安全上進行合作，其

次為環境問題 47.1%和反恐 44.8%。2005 年國際和平與維護安全雖然維持 70.2%，

                                                 
43

 殖產興業政策是指富國強兵，將國家現代化的政策。 
44

 三角配送是指將空船開到中東，裝載原油後送到歐洲，再將空船開到中南美，運載鐵礦石，最

後回到日本。 
45

 三菱の歴史 https://www.mitsubishi.com/j/history/ (檢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8 日) 
46

 井上宗廸著、陳鵬仁譯，日本之商社，經濟部國貿局(台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1991

年)，頁 25。 
47

 詳細請參考：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第三章，頁 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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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恐活動已超越環境議題，上升到 54.7%。顯示小泉當時通過「恐怖防止法案」

和「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別法」，受到民眾的支持。而日本民眾支持加入聯合國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的態度，由 1993 年 70.6%，上升到 2015 年 75.7%以上48。 

 

三、經濟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把 ODA 作為發展自身經濟和拓展對外關係的重要手

段。冷戰後，因為國際結構的改變和國內對於 ODA 產生反對意見，1992 年 6 月

30 日宮澤內閣於是制訂「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 簡稱 ODA 大綱)。「ODA 大綱」的出現代表著日本的 ODA 由「三位一體

的開發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領先的開發援助型」轉變，也是「華盛頓共識」的

部分納入，而這項大綱的出現，不僅讓外務省援助工作有法可據，ODA 多了戰略

性意義，更保護了外務省的權力。2003 年 8 月小泉內閣修改「ODA 大綱」，新增

加執行 ODA 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國家利益，保護人類安全及建構和平。2015 年 2

月在安倍晉三積極和平主義的推動下，內閣再度修改大綱，並且更改名稱為「開

發協力大綱」，除了東南亞，非洲亦是大綱明定的援助重點區域。另外，雖然持續

禁止軍事援助，但不排除可針對特定國家的軍隊提供非軍事行動的援助。 

 

(一) 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日本政府的經濟外交，主要透過政府開發援助，也就是經濟援助，或稱之為

經濟合作。年度 ODA 總預算由財政省統籌，分為一般會計預算和事業預算，交由

國會審議通過後，再分配給 1 府 12 省廳49，外務省決定受援國和國際組織所獲得

的 ODA 分配，而經濟產業省則側重在產業技術和環境等方面，提供技術援助。就

ODA 的實施方式有三：(一)無償資金援助，(二)日圓貸款50，(三)技術援助(詳見圖

2-2)。就總體特徵而言，日本 ODA 是以日圓貸款為主，無償援助的比重少，在亞

洲的情況一直就是如此，而非洲則相反。根據 OECD-DAC 的規定，ODA 分為雙

邊贈與、優惠貸款及提供國際機關資金三種方式，DAC 會員國大部分的 ODA 為

贈與，唯獨日本優惠貸款，也就是日圓貸款的比重偏高，於是日本 ODA 並非單純

的援助，而是經濟官僚為振興日本出口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48

 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廣報室─世論調查 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gaiko/2-3.html 

(檢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22 日) 
49

 以 2013 年 ODA 總預算為例，事業預算遠高於一般會計預算，兩種預算都有做為無償贈與及日

圓借款之用。一般會計預算主要由外務省取得，作為無償援助用，事業預算主要由財務省取得，

作為日圓借款用。請參考 2013 年日本政府開發援助預算：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3_hakusho_pdf/pdfs/13_hakusho_0301.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50

 由於日圓貸款附帶條件(tied)，規定借貸國必須以日圓貸款購買日本商品，因此有助於日本將商

品出口至國外。 



 

 32 

 
資料來源：參考日本外務省「ODA の種類」

http://www.jica.go.jp/aboutoda/basic/03.html 及「ODA 実施の仕組み」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about/keitai/taisei.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16 日) 

 

圖 2- 1 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種類 

 

日圓借款的決策，十分複雜，也可以看出官僚權力的拉鋸。最早大藏省所屬

的「日本輸出入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Japan, EIBJ)負責日圓貸款，但成效不

佳，後來由經濟企劃廳設立「海外經濟合作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OECF)接管業務。由於日本的對外援助採取申請主義(日文：要請主義)，受

援國向統一援助窗口的外務省提出申請後，除了贈與部分由外務省全權決定，日

圓貸款部分則交由四省廳協議51，全體一致同意後，才能執行日圓貸款，顯見 ODA

的決策過程具有濃厚的官僚本位主義色彩52。1995 年 3 月為了精簡各省廳及外圍特

殊法人，將經濟企劃廳併入內閣府，於是 EIBJ 和 OECF 合併，更名為「國際協力

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日圓貸款再度回到大藏省所

管的 JBIC「海外經濟合作部門」負責。2008 年 10 月新 JICA 制度啟動後，JBIC

的「海外經濟合作部門」裁併入 JICA，雖然日圓貸款由外務省管轄的 JICA 統一

實施，但仍保留三省協議的機制(詳見圖 2-3)。 

 

                                                 
51

 日圓貸款在過去是「四省廳協議制」，包括外務省、大藏省、通產省及經濟企劃廳置。2001 年行

政改革後，森喜朗內閣將經濟企劃廳置於內閣府下，改為「三省協議制」。 
52

 金熙德，前揭『日本政府開發援助』，頁 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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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JBIC について―国際協力銀行の役割と機能 
http://www.jbic.go.jp/wp-content/uploads/page/about/role-faunction/jbic-brochure-japa

nese.pdf (檢閱時間：2015 年 1 月 15 日) 

 

圖 2- 2 政府開發援助的日圓貸款主管機關變遷 

 

所以 1978 年至 1993 年間，外務省發表了 5 次「ODA 中期目標」，大幅增加

ODA 預算，事實上預算的決定權來自於大藏省。1970 年至 1973 年間，非洲地區

援助金額僅佔 ODA 總額 2.3%，1980 年至 1983 年提高到 10.7%，僅次於亞洲地區。
53但是觀察實施項目卻可以發現，1970 年代非洲發生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外務省

未增加糧食等的無償援助，反而是日圓貸款，1969 年至 1973 年石油危機發生前，

日圓借款的金額大多超過無償贈與(除了 1969 年、1972 年)；石油危機發生後，日

圓借款的金額更快速增加(從 1973 年 1,148 萬美元增加到 1980 年 14,021 萬美元)，

並且拉大與無償贈與間的差距(詳見表 2-4)，顯示冷戰期間，日本援助非洲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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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建波，論冷戰後日本對非洲的外交政策，國際觀察，第 1 期(2003 年)，頁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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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1969年至 1990年日本外務省在漠南非洲的各項援助實績(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国別・援助形態別の援助実績検索

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 (查閱日期：

2014 年 12 月 25 日) 

 

    金熙德指出，如果某國政府以很高的「贈送因素」比率來提供援助資金，則

說明其中非經濟的外交考慮含量較高54，而外務省握有絕大部分無償援助的預算，

為了實現外交政策，能夠自由運用。1982 年中曾根康弘提出「政治大國論」後，

                                                 
54

 金熙德，前揭『日本政府開發援助』，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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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分配到的無償援助預算增加，1981年起對非洲的贈與部分也超過日圓貸款，

甚至不斷增加，似乎說明日本政府開始正視非洲國家中非經濟因素的外交考量。

但是事實上，當時「政黨主導」政治上升，援助發展中國家，充其量不過是日本

內部出現了官僚對立的情形時，外務省為了維持權力的一種主張。而後日本的 ODA

在一些非洲國家中確實產生影響力55，才激起了外務省進一步從非洲國家獲得政治

利益的興趣，於是產生了 1993年的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1988年至 1990

年非洲地區的比重上升至 13.3%，2005 年後都維持 20%上下，僅次於亞洲地區56，

1993 年至 2012 年日本對漠南非洲贈與部分也都高過日圓貸款許多。 

    現實主義者認為援外的目的在影響受援國，進而改變受援國的政策，以達到

援助國的期望。日本的援助外交除了和受援國建立良好關係，和其他國家最大的

不同地方，就是以「援助─貿易─投資」三位一體的方式，向世界擴大市場，為

國內企業創造海外利益，促進日本經濟成長。這種以經濟利益掛帥的經濟外交，

被堅持傳統人道援助的西方國家所詬病，但事實上，某種程度上也嘉惠了援助國

和受援國間雙方的互利關係。尤其是產業投資，在天然資源缺乏和人力資源昂貴

的日本，投資發展中國家，取得原物料和降低生產成本，更形重要。於是研究日

本從非洲獲得的經濟利益，除了 ODA，必須討論到日本產業現況，將反映在兩國

間的貿易和投資型態中。 

 

(二) 日本產業現況 

 

    自從確立了「經濟大國」路線，扶植本國企業，提高競爭力，振興出口成為

通產省發展產業政策的出發點。通產省扶植的重點產業為鋼鐵工業、石油化學工

業、造船產業和汽車工業等，這些產業或製品也都出現在非洲大陸。 

 

1. 鋼鐵業 

     

    戰敗後，唯獨煤炭是日本不須進口又有可能增產的資源，1946 年 11 月吉田茂

的顧問會議「煤炭委員會」提出「傾斜生產」的復興政策，鼓勵國內增加煤炭生

產，優先用於鋼鐵部門，於是出現了「新日鐵」、「住友金屬」、「川崎製鐵」、「日

本鋼管」和「神戶製鐵」等 5 大鋼鐵公司57。而 1955 年到 1965 年日本高度成長期

間，財閥合併更帶動了運輸機械、一般機械等工業的發展，如 1964 年三菱電機、

三菱航空機及三菱自動車破鏡重圓，成立「三菱重工業」。但是號稱「鋼鐵王國」

的日本卻開始面臨了一大問題，在鋼鐵製造過程中，需要礦物資源，過去日本擁

有許多金屬礦山，提供國內冶煉，興盛一時，但資源逐漸耗竭及日圓走高的影響，

近年來礦山已全數關閉，僅剩下鹿兒島菱刈金屬礦山，擁有世界一流採礦技術的

「三菱 Material」等企業，於是轉向海外發展採礦業，並從海外進口礦物資源58。 

                                                 
55

 金熙德指出，1984 年國際法院法官改選時，日本獲得非洲國家許多的贊成票，小田滋法官因此

連選連任。 
56

 羅建波，論冷戰後日本對非洲的外交政策，國際觀察，第 1 期(2003 年)，頁 69-74。 
57

 2012 年新日鐵與住友金屬合併，成為「新日鐵住金」；2003 年川崎製鐵和日本鋼管合併，成為

「JFE STEEL」。 
58

 日本鉱業協会 http://kogyo-kyokai.blogdehp.ne.jp/category/1850704.html#kaigaishigen (檢閱日期：

2015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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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油業 

     

    石油開發方面，1960 年阿拉伯石油公司(Arabian Oil Company, LTD.)在沙烏地

阿拉伯及科威特間發現 Khafji 油田，成為日本首件海外石油開發，但 2013 年已退

出石油開發，只從事石油買賣。日本的石油企業大多屬於石油產業的下流部門59，

原因在於產油國的國家保護主義、歐美石油企業過於巨大、豐富的石油開發經驗

和技術等，使得日本的海外石油開發，無法匹敵。直到今天，日本仍然高度依賴

中東石油的進口，除了努力分散石油的進口來源，經濟產業省的「獨立行政法人

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利用資源調查和提供資金的方式，

鼓勵日本企業至海外探勘油礦區和取得石油權益、推動石油自主開發及儲備石油。

2014 年日本企業在世界各國共有 140 項石油開發案正在進行中，其中 72 項開發案

已成功生產石油和天然氣60。 

 

3.造船業 

 

    石油的需求增加，帶動了大型油輪的國際需要，造船成為日本重要的出口產

業，1956 年起日本的船舶出口一直居於世界首位，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占世界

生產量一半，但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和韓國的造船技術進步，瓜分訂單，日本已

退居世界第二、第三位61。以 2013 年為例，中國造船量為 1,056 艘，總噸數 2,570.3

萬噸，占世界船舶生產 36.6%；韓國為 386 艘，總噸數 2,450.4 萬噸，占 34.9%；

而日本雖為 540 艘，總噸數卻僅有 1,458.8 萬噸，占 20.8%(詳見圖 2-4)。日本的造

船主要出口到實行船舶權宜國籍(Flag of Convenience)的國家，2014 年日本生產的

船舶，主要出口到巴拿馬，其次為賴比瑞亞和新加坡62。 

    根據 2014 年「海運統計要覧」，全世界有 105,004 艘商船，日本商船有 2,614

艘，其中權宜船舶(FOC 船)高達 2,450 艘，126 艘屬賴比瑞亞籍船舶。「日本郵船」

(Nippon Yusen Kaisha, NYK Line)、「商船三井」(MOL JAPAN)和「川崎汽船」

(KAWASAKI KISEN KAISHA, LTD.)是日本三大海運公司，日本的進出口 99.9%仰

賴海運，所以不僅經營海運，積極研發運輸船舶相形重要。如 1970 年川崎汽船建

造了日本首艘運輸汽車專用船舶(PPC)「第十 TOYOTA 丸」63；1985 年廣場協議日

圓強迫升值，重創日本的海運，於是投入建造運送液態天然氣的 LNG 船；2007 年

商船三井則建造了世界最大級鐵礦石運輸船「Brasil Maru」64。 

 

                                                 
59

 石油產業的上流部門(upstream)主要從事石油開發和生產；下流部門(downstream)則運輸石油、

提煉石油和販賣石油製品。 
60

 JX 日鉱日石エネルギー「石油便覧」

http://www.noe.jx-group.co.jp/binran/part02/chapter01/section02.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1

日) 
61

 2014 年 9 月日本造船工業会「造船関係資料」

http://www.sajn.or.jp/pdf/Shipbuilding_Statistics_Sep2014.pdf (檢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9 日) 
62

 財務省貿易統計―地域別輸出入額の推移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data/y2.pdf 

(檢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8 日) 
63

 川崎汽船 http://www.kline.co.jp/corporate/history/index.html (檢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0 日) 
64

 商船三井 http://www.mol.co.jp/pr/2007/777.html (檢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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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4 年 9 月日本造船工業会「造船関係資料」

http://www.sajn.or.jp/pdf/Shipbuilding_Statistics_Sep2014.pdf (檢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9 日) 

 

圖 2- 3 世界主要造船國的造船量改變 

 

4.汽車產業 

 

    冷戰期間中東大量開發原油，價格低廉，日本國內也發生能源革命。戰敗後

幾乎消失殆盡的汽車產業，由於為動力機械，屬於技術密集型產業，其零件又能

帶動各產業部門發展，有助於促進就業和外銷賺取外匯，於是再度成為新興產業65。

1955 年至 1973 年間汽車生產數量從不到 7 萬台增加到 700 萬台，成長 100 倍，1982

年汽車生產甚至超越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 1960 年代日本推動海外汽車

製造和組裝的策略，南非就是日本所相中的生產點之一66，汽車等運輸工具也成為

現在日本出口非洲最主要商品。 

 

(三) 日本貿易結構 

 

    日本的產業發展除了和商社的經營型態有很大的關係外，也是日本政府為了

對抗歐美等外來產業，扶植的策略性產業。這些產業除了需要大量的煤礦、鐵礦

石和非鐵金屬來製造鋼鐵，更需要石油和天然氣等供應，所以影響到日本的貿易

型態。 

 

 

                                                 
65

 日本的汽車產業在大正時期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軍閥將日產和 TOYOTA 指定為軍

用公司，專事生產軍用卡車。 
66

 雷新軍，日本の経済発展における政府の役割(東京：専修大学，2003 年)，頁 31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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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結構的變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軍佔領下，吉田茂主張「經濟大國路線」，以有限的

資源，發展國內產業，以貿易立國。1950 年韓戰爆發，日本拜盟軍大量特需(special 

procument)所賜，發展輕工業，外匯存底暴增，實質國民總生產也恢復到戰前的最

高水準。高度成長期時間，日本紡織品等輕工業產品的出口大幅成長，化學製品、

機械等重工業、化學工業產品的出口也顯著增加，不過和歐美國家仍相去甚遠。

直到 1958 年 7 月起至 1961 年 12 月所謂的岩戶景氣(Iwato boom)期間，鋼鐵取代

紡織品成為主要的出口物資，出口結構發生改變，取代了過去纖維製品與雜貨等

輕工業產品的主要出口。1970 年代重、化工業仍持續發展，原來化學、鋼鐵等原

料產業製品的比重卻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機械與機器，如電視、汽車等加工組合

產業製品的增加。1980 年代加工組合產業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越來越高，如

電腦、半導體、VTR 和工作機械等67。 

    根據財務省的統計，2014 年日本出口總額為 73 兆 1,018.5 億日圓，出口額最

高的商品依序為運輸工具、一般機械和電器，占整體出口額 60%(詳見圖 2-5)。運

輸工具中出口額最高者為汽車，占 10.4 兆日圓，其次為汽車零件和船舶。同樣的

出口傾向也呈現在日本對非洲出口，2013 年前三位商品為：汽車(38.6%)、船舶

(20.0%)及一般機械(14.7%)，占了對非貿易的七成。 

 

 

  
出口 進口 

(註)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財務省貿易統計「報道発表平成 26 年分」。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14/201428d.xml#pg3 (查閱日期：

2015 年 2 月 18 日) 

圖 2- 4  2014 年日本主要商品類別進出口情形 

 

 

 

                                                 
67

 通商產業省貿易局編，孫克蔭譯，日本的貿易(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992 年)，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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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口結構的變遷 

 

    根據財務省的統計，2014 年日本進口總額為 85 兆 8,892 億 6,900 萬日圓，進

口額最高的商品為礦物性燃料，包括煤炭、原油、石油製品、液化石油氣(Liquid 

Petroleum Gas, LPG)與液化天然氣(Liquid Natural Gas, LNG)
68，占 32%(詳見圖 2-5)。

而根據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統計年報」，石油危機發生時，78%的石油進口，來

自中東地區，1985 年雖然減少至 68%，但 2012 年時又升高到 83.2%。 

 

(1)1980 年代後煤炭進口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原料佔日本進口中最大比例，但隨著重化工業的發展，

原料進口所佔的比重逐漸減少；原油等礦物性燃料由於價格便宜，早期僅占佔進

口總額的 1 成左右，但石油危機發生後，原油的價格暴漲，及其他礦物性燃料的

價格上升，1980 年代礦物性燃料的進口額大幅增加69。而日本國內煤炭的生產也卻

開始一路下滑，加上日圓增溫，國內煤炭對於進口煤碳缺乏競爭力，2008 年時日

本國內的煤炭生產僅剩下 129 萬噸，現在日本的煤炭幾乎仰賴進口，2013 年煤碳

進口量為 1 億 9,154 萬噸，用於鋼鐵和發電。1980 年代後煤炭逐漸用於發電，原

因是石油危機發生後，日本建設火力發電廠，發電用的煤炭消費因此增加。2011

年用於發電的煤碳有 7,240 萬噸，占 42.8%；用於鋼鐵的煤碳則是 6,440 萬噸，占

38.0%。就進口對象而言，日本主要進口澳洲和印尼的煤炭，2012 年強占國內煤炭

進口 82.6%；若單就非洲而言，主要是從南非和莫三比克進口70。 

 

(2)福島核災事件後，天然氣進口增加 

 

    石油危機發生後，日本利用核能及煤炭作為替代性能源，推動產業部門發展

節能技術，石油需要的比重從 1973 年的 77.4%降至 1985 年的 55%
71，但仍然是主

要的進口商品，2013 年占 57.7%，只是並非用於發電，而是生產石油製品的來源(詳

見表 2-5)。2013 年日本的石油需求量為每日 454 萬 4,900 桶，僅次於美國和中國；

天然氣需求量為 1,224 億 8,900 萬立方公尺，高居世界第一72，福島核災事件後，

電力不足，天然氣需求量更增加到 42.5%(詳見圖 2-6)。 

 

 

 

                                                 
68

 由於氣體在常溫、常壓下體積龐大，運送和儲藏不易。LPG 是將原油透過蒸餾的工程製造出丙

烷(Propane)和丁烷(Butane)氣體後，再加壓液化，體積可縮小 1/250，主要用途是供作家用和民

用燃料，其次作為石化原料，生產合成塑料、合成橡膠、合成纖維及醫療等產品，以及車用燃

料和煉廠燃料等。LNG 則是甲烷(Methane)必須以-160 度超低溫方式液化，可縮小 1/600。 
69

 通商產業省貿易局編，孫克蔭譯，前引書，頁 38-43。 
70

 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291-298。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71

 JX 日鉱日石エネルギー「石油便覧」

http://www.noe.jx-group.co.jp/binran/part02/chapter01/section01.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1

日) 
72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4, Table 3.16 World 

Oil demand by country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202.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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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日本主要能源進口額占總進口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314。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資料來源：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292。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圖 2- 5 日本發電中不同電力來源的變化 

 

(四) 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1980 年代日本累積了鉅額的貿易黑字，於是出現「海外投資立國論」的經濟

發展策略。根據 2014 年 JETRO 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3 年日本是世界第二大投

資國，FDI 總額為 1,350 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 3,380 億美元。而根據日本投資比

重最大的東道國是美國，437.03 億美元，佔日本 FDI 比重 1/3；其次為亞洲地區，

404.7 億美元；非洲地區則有資金回流的現象(△5.37 億美元)，雖然 2005 年至 2008

年，日本跟隨世界增加對非洲地區的 FDI，但事實上非洲在日本的 FDI 中比重只

有 1%
73。 

    就投資類別而言，2013 年日本在非製造業部門 FDI 金額佔 68%，其中金融保

險業和電信業投資金額最高；製造業則佔32%，以運輸機械器具的投資金額最高74。

                                                 
73

 2014 年 JETRO 世界貿易投資報告 http://www.jetro.go.jp/world/gtir/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7 日) 
7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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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洲地區而言，主要是投資製造業，如埃及的礦業、南非的礦業和運輸機械；

其次為非製造業，如肯亞和模里西斯的服務業、賴比瑞亞的運輸業等。 

 

第二節  國際因素對非洲外交政策的影響 
  

    細谷千博認為日本對アフリカ外交政策的改變限於國內因素，筆者則認為其

次可透過國際因素層面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根據美日安保條約，在美國的

軍事安全傘下，日本依附美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前哨站，埋首於處理對亞

洲國家的戰後賠償問題、修復邦交和進行國內戰後復興。非洲因為地理位置遙遠，

關係薄弱，且為西歐國家的勢力範圍，自然未成為日本戰後推展外交關係的重點

區域。早期中東石油價格低廉，天然資源匱乏的日本能夠順利取得，發展經濟，

但也成了高度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1973 年發生第 4 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產油國

限制和停止石油供應的舉動，讓石油價格一口氣增加了 4 倍75，對石油主要來自中

東的日本造成很大的衝擊76，1974 年不僅出現戰後以來首次的國內經濟負成長

(-1.2%)，嚴重的通貨膨脹(23.2%)和貿易赤字(1.3 兆日圓)。為了維持「經濟大國」

的發展，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於是主張能源外交，積極開拓和分散進口石油來源，

非洲就是確保能源的對象之一。 

    然而日本注意到非洲的政治意義，最早來自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1961

年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哥倫比亞及義大利五國在聯合國共同提出一項決議草

案(A/L372)，要求大會決議中國代表權問題屬於聯合國憲章第 18 條第 2 項的「重

要問題議案」(Important Question Resolution)，當時非洲國家投反對票者只有 2 國，

但到了 1971 年再度提出代表權案為重要問題決議案(A/L632)，反對的非洲國家已

增加到 19 國，而阿爾巴尼亞草案(A/L630) 的提案 23 國，非洲國家有 11 國，投票

贊成的 76 票中，非洲國家有 26 國77。日本發覺到非洲國家的席次在聯合國的影響

力，和非洲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將有助於日本提高國際威望和增加入常機會。

隨著冷戰結束，國際結構改變、非洲地位上升和聯合國等國際因素，促使日本發

展政治利益。 

 

一、國際結構 

 

(一) 波斯灣戰爭 

 

    在「經濟大國」的路線下，日本全力發展經濟力，1980 年代日美發生嚴重的

                                                 
75

 石油危機共有 2 次，1973 年第 4 次中東戰爭導致第 1 次石油危機，阿拉伯產油國決議減少石油

生產及停止出口，導致石油價格由 1 桶不到 3 美元，一口氣增加到 1 桶 12 美元以上；第 2 石油

危機的原因為 1978 年的伊朗政變，伊朗停止生產石油 2 個月，導致石油價格由 1 桶 12.7 美元，

1981 年 10 月增加到 1 桶 34 美元，但日本已做好減少石油依賴的準備，故衝擊較小。 
76

 根據 1973 年日本外交青書，1960 年至 1969 年日本進口中東的石油，佔總石油進口量 85.9%，

前三大石油進口國分別為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其餘南洋地區 11.8%、非洲 1.7%和蘇

聯 0.2%。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73/s48-fuhyou-7-9.htm#m541 (查閱日期：

20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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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華，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中華民國代表權(臺北：國史館，2001 年)，頁 167-168、頁

588-589、頁 69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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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日本對美國貿易大量出超，年度貿易盈餘高達 500 億美元，是 1985 年

世界最大債權國，美國卻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一般認為日本強盛是因為美國

提供軍事保護，日本在搭便車效應(free ride)下，產生的外部利益，當時日本是世

界第七大軍事國，1989 年、1991 年 ODA 總額居世界之首，加上蘇聯瓦解，日本

治下的和平(Pax Nipponica)，甚至是日本主掌世界經濟的霸權論興起78。 

    然而 1990 年波灣戰爭爆發，從此改變了日本國際貢獻的方式。以美國為首的

聯軍發動代號「沙漠風暴」(Desert Storm)軍事行動，要求日本派遣自衛隊參與任

務，卻被日本所推辭，只捐款了 10 億美元支援多國籍部隊，因此被美國譏笑為童

子軍的捐款。雖然事後再追加 120 億美元，歐美等西方國家仍然批評日本一味的

「支票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指責日本應該承擔更多國際義務(Burden 

Sharing)。面對各方指責日本國際貢獻不力和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Bush)的施壓

下，1991 年 4 月海部俊樹指示派遣海上自衛隊至波灣進行掃雷任務，然而沒有法

律依據，引起了極大爭議。於是到了宮澤時期，1992 年 6 月 15 日第 123 屆臨時國

會中，通過了「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協力法」(簡稱 PKO 法)
79。換言之，冷戰結束

後，世界各國將矛頭指向日本，促使日本改變了國際貢獻的方式，PKO 法賦予了

自衛隊參與聯合國國際維持和平的法源依據。 

 

(二) 國際援助潮流 

 

    最早的國際援助起於 1947 年，美國杜魯門總統推出「歐洲經濟復興計畫」，

即著名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當時代表自由陣營的美國，為了對抗

共產主義的蘇聯，開始提供西歐國家經濟上的援助，加速戰後重建，另外還提供

希臘、土耳其及蔣介石政權等經濟援助，目的在對抗共產主義。1959 年美國以國

際收支惡化為由，開始尋求其他西方國家分擔對外援助，1960 年 1 月倡議成立「開

發援助團體」(Development Assistance Group, DAG)，協調各國經濟援助，避免重

複浪費，使援助更有效率。1961 年 9 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成立，DAG 隸屬於下，

更名為「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
80。 

    東西問題獲得相對緩解後，1960 年代南北問題卻相對上升，1970 年代發生石

油危機， 1975 年在法國的倡議下，英美法德日義加等七大先進工業國集團(簡稱

G7)召開元首高峰會，討論如何改善世界經濟的問題。為了解決拉丁美洲國家政府

機關龐大卻無能的問題，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IMF)、世界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形成所謂的「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求受援國必須進

行政府瘦身和加強市場自由化。特別是石油危機和糧荒造成非洲國家嚴重的經濟

停滯和國際負債，引起國際社會正視非洲問題，1980 年代國際援助出現非洲熱。

1982 年 IMF 與 IBRD 提出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es, 簡稱

SAPs)，1996 年再度倡議提出「高度負債國計劃」(High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 HIPCs Initiative)，要求國際社會對 HIP 非洲國家實行債務減免。1999 年

9 月在聯合大會上，IMF 與 IBRD 決定對開發中國家制定「降低貧窮策略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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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ra F. Vogel, “Pax Nipponica?” Foreign Affairs, Vol. 64, No. 4 (Spring 1986), pp. 75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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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田智人，冷戦後の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 年)，

頁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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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C 是 OECD 的委員會之一，目前有 28 個會員國和 EU 加入，日本則是在 1964 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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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 PRSP)，在受援國政府擁有主體意識(Ownership)

的前提下，與援助國、NGOs、公民及民間部門，共同參與策畫，以降低貧窮為目

標，進行為期 3 年的經社開發計畫。 

    而 PRSP 成為後來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的基本策略。2000 年 9 月聯合國發表「千禧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提出「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具體列出八大目標81，

要在 2015 年前讓 1990 年世界貧窮人數減少一半。2003 年聯合國在墨西哥蒙特雷

(Monterrey)首度召開發展融資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為達成「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籌措發展資金。除了援助的量，

援助國也開始重視援助的質，2005 年 2 月 OECD-DAC 第二屆援助成效高層會議發

表「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The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簡稱「巴

黎宣言」，確立各援助國應該遵循的「巴黎五原則」82，讓國際援助有效率、有效

果。2005 年 7 月第 31 屆蘇格蘭格倫伊格爾斯(Gleneagles)G8 高峰會，納入解決非

洲問題，各國承諾將對非援助金額增加一倍。 

    雖然日本主張冷戰結束後東西意識形態退燒，國際間出現援助疲態(aid fatigue)，

事實上國際援助一直非常活耀，英國的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甚至將

非洲比喻為擁擠的援助市場(an increasingly crowded donor marketplace)。日本除了

在聯合國大會倡議解決非洲問題，透過聯合國援助體系，包括「聯合國開發計畫

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國際糧農組織」和負責提

供融資和貸款的 IBRD 及 IMF 等機構，主張移植在亞洲締造的成功援助經驗，試

圖展現政治大國的「國際貢獻」，而 1993 年代表著日本發展政治利益的東京國際

非洲發展會議(TICAD)，就是在這個時空背景下誕生。 

    另外日本也參與了 OECD-DAC、八大先進工業國集團(簡稱 G8)及各種區域開

發銀行，如「亞洲開發銀行」(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非洲開發銀行」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等，來凸顯日本參與各項國際和區域組織，

進行國際貢獻的努力。近年來，還有許多援助的競爭對手，特別像是中國、韓國、

巴西及印度等新興援助國(emerging donors/non-traditional donors)也紛紛出現83。 

 

(三) 中國(中共)崛起 

 

    中國是影響日本 ODA 發展和對非洲援助的重要因素。首先，中國過去是日本

提供援助的重要國家之一，但是日本的援助間接助長了中國的軍事成長，加上波

斯灣事件的影響，於是「ODA 大綱」的限制軍事援助成為 ODA 四原則之一。 

    其次，中共成功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席是日本借鏡的對象，因為中國是最早

                                                 
81「千禧年發展目標」的八大目標為：(一)消彌極端貧窮和飢餓；(二)普及初等教育；(三)賦予婦女

權利並促進男女平等；(四)降低幼兒死亡率；(五)改善孕產婦保健；(六)努力對抗愛滋病和瘧疾；

(七)確保環境之永續發展；(八)促進全球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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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五原則指：①主事權(Ownership)，由被援助國決定發展計畫和優先順序；②整合性

(Alignment)，援助國應該配合備援助國的計畫和制度；③協調性(Harmonization)，援助國間應

該互相溝通合作；④成效管理(Managing for Results)，有效管理資源和改善；⑤共同責任(Mutual 

Accountability)，援助國與被援助國間對於開發成果，負有互相說明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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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i Wild, Lisa Denney, Alina Rocha Menocal, and Matthew Feddes, Informing the Future of Japan’s 

ODA, Oct 2011, pp.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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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非洲國家在聯合國具有影響力的國家。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

成立，隔年周恩來旋即致電聯合國，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從此展開長達 20 年進入聯合國的計畫。1955 年中共總理周恩來和印尼總統蘇卡諾

(Sukarno)共同邀請亞非各國元首，在印尼召開第一屆亞非會議 (Asian-African 

Conference)，又稱「萬隆會議」(Bandung)，除了反美帝和反蘇外，目的在促進亞

非國家間經濟文化交流。中共總理周恩來在會議中強調亞非國家應該「求同存異」，

團結起來，並發表「和平十原則」，獲得許多與會國家支持。萬隆會議後，1956 年

中共和埃及建交，埃及是第一承認中共的阿拉伯國家，開啟了中共與中東國家的

外交關係。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來展開為期 55 日的非洲之旅，以人民友誼之名

提供援助。由於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亞非國家持續增加，1971 年 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2758 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取得聯合國安理會

的中國代表權，中國開始自許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2000 年 9 月第二次聯合國安

理會元首會議中，江澤民談到非洲問題，便表示「沒有非洲的穩定與發展，就談

不上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84。 

    1976 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路線」後，中國經濟開始成長，然而 1989 年天

安門事件受到西方國家經濟制裁，1991 年起中國再度加強中非外交，外交部長每

年年初訪問非洲國家形成慣例85。中國以「不干涉內政原則」及「安哥拉援助模式」，

在非洲大陸建構築出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來解決中國經濟缺口，

也因此成為促進非洲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2000 年 3 月江澤民提出「引進來」和

「走出去」的經濟戰略，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年 10 月中國開始了每三年一

次的「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作為中國和

非洲交流的國際平台，後來還提高會議的層級。往後胡錦濤更積極推動資源外交，

不只加強鼓勵和支持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特別是以國營為主體，積極對外投資運

輸、基礎建設和電信事業，開始了「援助、貿易、投資和勞工」四位一體的援助

方式。中國在非洲的舉動引發了歐美國家的注意和警覺，美國甚至暗批中國在非

洲實行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 

    而到了小泉純一郎，因為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惹惱了中國和同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受害國南韓。因為同時與南韓及中國關係惡化，中韓及東南亞國家等聯手

杯葛日本入常86，使小泉開始致力與非洲強化關係。2008 年發生世界金融風暴，許

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金融重創，而中國卻全身而退， 2011 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於是「中國威脅論」取代了「日本威脅論」；「中國的崛起」威脅了

日本自認為東亞區域霸權的地位。習近平在上台後，中日非洲外交角力更加白熱

化，首次出國就訪問了坦尚尼亞、南非和剛果非洲三國，可見非洲國家在中國對

外關係的重要地位。習近平更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頗有取代日本在亞洲區域

霸權之勢。日本為了重回原有亞洲第一經濟強國寶座，安倍晉三也頻頻向非洲喊

話。第三世界的非洲受到中日兩國的關注，國際地位上升，更因為擁有豐富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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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華網-江澤民在安理會領袖會議上闡述中國關於安理會作用等問題立場 

http://202.84.17.73/world/htm/20000908/105241.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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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藤大介，対中戦略：無益な戦争を回避するために(東京：講談社，2013)，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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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世界華裔、韓裔等社團共同發起“徵集百萬簽名反對日本申常”的請願活動。此次請願

活動始于韓國，並且很快得到了亞洲各國和全世界華裔，韓裔的積極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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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資源和能源，自然成了中日亟欲拉攏和競爭的目標。 

 

二、非洲地位上升 

 

(一) 非洲政治 

 

    1957 年 3 月 6 日英屬殖民地黃金海岸(The Gold Coast, 現迦納 Ghana)，以非暴

力行動的方式，獲得英國同意，率先成為西方列強殖民地中第一個獨立的非洲國

家，也成了往後許多國家爭取獨立的模式87。1963 年 5 月 25 日在衣索比亞皇帝海

爾賽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的倡議下，在首都阿迪斯阿貝巴成立「非洲團結組織」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也就是今天的「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AU)
88，對非洲國際政治地位的影響意義重大。OAU 立意之初在完成非洲大陸去殖

民化(de-colonization)，1964 年成立解放委員會，遵循「非洲憲章」宗旨「從非洲

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負責計畫並協調非洲國家對尚未獨立國家、地區民

族解放運動的援助，設立特別援助基金89。冷戰期間，OAU 堅決反對美蘇兩大強

權和前殖民地國家等，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不斷插手干預非洲國家事務，如 1964

年剛果問題和 1967 年奈及利亞內戰，OAU 都通過決議表示反對西方國家干涉。    

冷戰結束後，出現席捲非洲的民主化運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將援助與民主

政治改革、人權問題掛鉤，OAU 再度通過決議主張非洲國家有權自由決定政治制

度。 

非洲國家的特色是彼此之間的歷史、民族和宗教等不同，常引起衝突和戰爭，

但是 AU 在非洲對外國際事務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長期以來在重大的國際問

題上能夠保持一致的立場。從 OAU 時期，OAU 就代表非洲與聯合國進行協調，

不僅確立非洲以統一的立場與國際社會的相處模式、爭取非洲在聯合國的權益，

更主張聯合國改革，以提升非洲國家在國際體系的地位90。如 1994 年 OAU 在突尼

西亞召開元首會議，發表「突尼斯宣言」，是非洲國家第一次共同表達擴大安理會

的基本立場91。 

    2000 年聯合國通過「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後，非洲問題正式成為聯合國

的重要議題之一，2001年7月OAU在尚比亞的首都盧沙卡(Lusaka)召開元首會議，

也主動提出「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簡稱 NEPAD)
92，以爭取國際認同及國際社會提供財力、人力及技術支援，後來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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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濤、張忠祥，非洲的智慧，(台北：新潮社，2012)，頁 17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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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非洲團結組織改組為非洲聯盟，總部設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以歐盟(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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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維和部隊(peacekeeping force)，並計畫發行共同貨幣(common 

currency)。 
89

 納米比亞獨立和南非取消種族隔離後，1994 年 8 月 15 日解放委員會功成身退，宣布解散。 
90

 詹世明，非洲組織在非洲一體化中的歷史作用，西亞非洲，第 1 期(2013)，頁 51-59。 
91

 詹世明，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之爭—非洲的立場與前景，西亞非洲，第 6 期(2005)，頁 5-9。 
92

 2000 年日本沖繩高峰會議中，南非總統姆貝基、奈及利亞總統奧巴桑喬(Olesegun Obasanjo)及阿

爾及利亞布特費里加(Abdelaziz Bouteflika)提出「千禧年非洲復興計畫」(Millennium Partnership 

for the Africa Recovery Programme, 簡稱 MAP)。2001 年 7 月尚比亞首都盧沙卡的 OAU 高峰會，

將 MAP 與塞內加爾提出的「奧米加計畫」(Omega Plan)合併為「非洲新創意計畫」(New Africa 

Initiative, NAI)，同年 11 月改名為 NEPAD，正式成為 AU 的經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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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大會將其納入解決非洲問題的組織架構內93，其他如 G8 和 OECD 等也都予以

肯定94。可見不僅是非洲重要性上升，國際社會已經對於解決非洲問題，有賴國際

合作形成共識。 

 

(二) 非洲經濟一體化 

 

    1980 年代是 OAU 的轉變期。非洲大致完成政治解放後，OAU 一度面臨分裂

瓦解的危機，於是將工作重點轉至非洲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1979 年非洲國

家制定了「拉哥斯行動計畫」，表示「要以全新的目標，實施非洲經濟一體化，…

為最終建立非洲共同市場，並且向非洲經濟共同體的發展而努力。」根據「非洲

憲章」成立了「經濟和社會委員會」，負責成員國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合作，作為

非洲對外談判和合作的代表。1990 年代 OAU 對外呼籲工業先進國和國際金融組織

對高度負債國家(HIPCs)實行債務減免計畫；對內則在 1991 年第 27 屆非洲團結組

織會議通過「非洲經濟共同體條約」，又稱「阿布賈條約」(the Abuja Treaty)，共

同目標為「促進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以及非洲經濟一體化」，宣布成立「非洲

經濟共同體」(Afric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計畫在將來 34 年中分 6 個階

段完成95。1980 年代日本為了解決貿易黑字和扮演政治大國，大幅增加對外援助金

額，尤其是非洲地區，恰巧和OAU開始對外尋求協助非洲經濟發展的時間點相符，

這兩項國內和國際因素於是成就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的鋪陳期。 

    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 2014 年 1 月最新的人口統計，非洲的人口在 2012 年

已經達到 10 億 8,352 萬 4 千人96，估計 2015 年將會達到 15 億人口。相較於北非，

貧窮、落後和疾病是漠南非洲的共同問題，高達 46.8%的人口平均一日所得不到

1.25 美元，是屬於低度開發的國家群(LDCs)
97。然而根據 2014 年非洲發展銀行非

洲統計年鑑，2013 年前十名非洲國家 GDP 成長率高的國家，都是漠南非洲國家(詳

見表 2-6)，顯示漠南非洲正在快速發展中，未來還會出現更多驚人的經濟成長潛

力。 

 

 

 

 

 

                                                 
93

 2002 年 9 月 16 日第 57 屆聯合國大會第 10056 號決議，請參閱

http://www.un.org/press/en/2002/ga10056.doc.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94

 嚴震生，非洲聯盟和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6 期(2005)，頁 68-71。 
95

 六個階段為：①1999 年前完成建立各區域性組織；②2007 年前完成加強各區域組織的合作與協

調；③2017 年前建立非洲自由貿易區(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CFTA)；④2019 年前建立非洲

關稅聯盟；⑤2023 年建立非洲共同市場；⑥2028 年完成非洲經濟和貨幣聯盟。各個區域的這 6

個階段，必須在 2034 年結束。 
96

 2014 年 1 月 1 日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統計部門-人口及重要統計報告 Series A Vol. LXVI。

2012 年非洲人口統計，以東非人口最多，為 3 億 6,270 萬 1 千人；西非為 3 億 2,230 萬，次之；

北非 2 億 649 萬 9 千人；中非 3 億 6,270 萬 1 千人；南非則是 5,939 萬 3 千人，最少。  

http://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products/vitstats/Sets/Series_A_2014.pdf (查閱日期 2014年 4

月 25 日) 
97

 世界銀行統計-國際貧窮線下漠南非洲 http://povertydata.worldbank.org/poverty/region/SSA (查閱

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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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2013 年非洲國家的 GDP 成長率(單位：%) 

第 1 位 獅子山(13.0) 

第 2 位 衣索比亞(10.4) 

第 3 位 剛果民主共和國(8.7) 

第 4 位 象牙海岸(8.2) 

第 5 位 迦納(7.4) 

第 6 位 奈及利亞(7.3) 

第 7 位 坦尚尼亞(7.0) 

第 8 位 布吉納法索(6.9) 

第 9 位 莫三比克(6.8) 

第 10 位 茅利塔尼亞(6.7) 

資料來源：非洲發展銀行-非洲統計年鑑表 2-2. GDP growth Rates 

http://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African_Statistica

l_Yearbook_2014_-_Ecoomic_Statistics.pdf 

 

    事實上，今天的非洲確實比想像來的有錢，除了貧窮人口數由 1990 年 56.6%

減少到 2011 年 46.8%，根據 2013 年的世界銀行資料顯示，有 16 個國家的平均國

民所得(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高於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其中赤道幾內

亞、塞席爾、加彭、模里西斯、波札那和南非等六國更超過中國的 5,720 美元98；

使用手機的人口，從 2001 年不到 2 億 5000 萬人，成長到 2012 年的 6 億 5000 萬

人99，手機的成長居全球之冠。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後都積極清除殖民時代留下的產

物，沒收殖民母國和外國資本家的企業，進行國有化。但也有少數國家主張對外

開放，積極引進外資，如象牙海岸便被譽為「西非經濟櫥窗」100。21 世紀的非洲

已不如刻板印象中貧窮，除了豐富的資源和充沛的勞動供給，更是未來非常看好

的新興消費市場，蘊藏著無限商機，不只是日本，當然引起許多經濟大國回頭想

來再開發。 

 

三、聯合國 

 

(一) 非洲問題 

 

    聯合國的宗旨之一是加強國際合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過去非洲遭

到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直到 1960 年的獨立風潮，各地才紛紛擺脫殖民統治，成

為獨立國家，但是「資源的詛咒」(resource curse)，加上天災和人禍不斷發生，兩

次石油危機後，導致非洲發展緩慢、經濟惡化及債務增加。1984 年聯合國大會通

過「關於非洲危機經濟狀況宣言」，呼籲國際社會關心非洲議題及提供各項援助。

在 OAU 的推動下，1986 年聯合國大會召開第 13 屆特別大會「關於非洲危機經濟

                                                 
98

 2013 年世界銀行世界國民平均所得排名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NIPC.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99

 世界銀行、非洲發展銀行及非洲聯盟-非洲資通訊科技的使用變遷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EXT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ANDTECHNOL

OGIES/Resources/282822-1346223280837/MainReport.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4 月 25 日) 
100

 沐濤、張忠祥，前引書，頁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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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非洲經濟問題，通過「聯合國 1986 年-1990 年非洲

經濟復興與發展行動綱領」。從此非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列入了聯合國應優先關

注的議題之一。1991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再度通過「1990 年代聯合國開發非洲新

議程」(The United Nations New Agend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in the 1990s, 

UN-NADAF)，除了政府和中央計畫，更強調人民參與發展、及發揮市場經濟的作

用，而該決議成為日本參與聯合國外交的另一個新契機。 

 

(二) 國際和平貢獻 

 

    聯合國的國際和平貢獻，起於美蘇冷戰時期，1956 年第二任聯合國秘書長哈

瑪紹(Dag Hammerskjöld)提議，若安理會不能作出重大決議時，為了避免戰事或衝

突擴大，在各爭端當事國同意的前提下，各國可派遣自願人員，參加維持和平行

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簡稱 PKO)。到了 1992 年第六任聯合國秘書長蓋里

(Boutros Boutros- Ghali)則提出「和平議程」(Agenda for Peace)，被稱為是第二代維

持和平行動，將 PKO 轉為積極性的活動，除了防止衝突和爭端再發，更提出聯合

國的建議方案給予會員國，維持國際新秩序的四個努力方向，除了預防外交

(preventive diplomacy)，尚有維持和平(peace-keeping)、締造和平(peace-making)和

衝突後的和平重建(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1992 年甫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協力法」，日本自衛隊就參加了「聯合國

第二次安哥拉維和行動」(UNAVEME II)。1992 年 4 月安哥拉簽訂停止內戰協定，

舉行總統和國會選舉，日本於是派遣 3 名人員，前往安哥拉監視選舉活動。同年

也正式展開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前往柬埔寨。秘書長蓋里公開讚賞日本參與

國際和平貢獻，但也要求日本提供更多貢獻，前往莫三比克。然而 1993 年的索馬

利亞事件，讓蓋里和柯林頓交惡，而蓋里順勢要求日德增加分擔經費，1998 年橋

本龍太郎主導對 PKO 法進行第一次修改，擴大 PKO 活動，藉以累積國際貢獻實

績，以角逐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手段。截至目前為止，日本參加過的 PKO，共有

19 國，其中非洲占了 6 國，可見非洲是日本未來陸續實現大國「保障人類安全」

的重要場域之一(詳見表 2-7)。 

 

表 2- 7  日本在非洲的國際和平合作 

對象 內容(時間) 

安哥拉 UNAVEME II 聯合國維和行動(1992/9) 

莫三比克 ONUMOZ 聯合國維和行動(1993/5)、實物貢獻(1994/7) 

盧安達 UNAMIR 盧安達國際人道救援行動(1994/9) 

剛果民主共和國 MONU 國際選舉監督行動(2006/7) 

蘇丹 
UNMIS 實 物貢 獻 (2005/7) 、 UNMIS 聯 合國 維和 行動

(2008/10)、國際選舉監督行動(2010/9) 

南蘇丹 
UNMISS 聯合國維和行動 (2011/11)、實物貢獻 (2013/12、
2014/3) 

聯合國難民高級

專員辦事處 

剛果民主共和國、盧安達、查德蘇丹難民區、蘇丹達佛、蘇

丹南部、南蘇丹等提供實物貢獻 

(註)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內閣府國際和平協力本部事務局-我國參加國際和

平合作的實績 http://www.pko.go.jp/pko_j/cooperation.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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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理會改革 

 

    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建立，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權力政治為基礎

的政治現實反映。但是隨著許多新興國家的出現，無論是數量還是地域分配上，

安理會都缺少代表性，因此多數會員國要求增加安理會席次101。1963 年第 18 屆聯

合國大會通過第 1991A(XVI)II 號決議，決定增加 4 個非常任理事國，由 6 席增加

到 10 席，其中亞非國家取得 5 席，1965 年安理會正式擴大，這也是聯合國的核心

機制至今唯一一次的改革成功102。這次改革能夠成功，主要是亞、非和拉丁美洲

國家的推動，成功的意義則是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勢力進入聯合國的核心，增加在

聯合國的影響力103。 

    但是聯合國中仍然存在不滿的聲音，改革安理會的壓力並沒有因此減輕。隨

著會員國快速增加，安理會卻未能有效反映聯合國結構104，諸如歐洲代表權過度、

南方的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低且沒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未考慮到日本、德國、印

度和巴西等新興大國崛起的勢力已經超過英法兩國，非常任理事國沒有否決權缺

乏實質作用，以及常任理事國常濫用否決權的等問題。從 1992 年起幾乎每一屆聯

合國大會都會將安理會改革提出討論，而日本真正關心的還是聯合國外交，尤其

是支持聯合國秘書長的政策，投其「本洲意識」所好，對於非洲的特殊關注，也

是日本換取聯合國政治利益的手段之一105。 

 

1.1995 年聯合國改革 

 

    1993 年 2 月和 12 月，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蓋里曾兩度密集訪問日本，表示非

常支持聯合國改革，也希望日本能夠做出更多貢獻106。而首相細川護熙則是繼中

曾根康弘後，第二位前往聯合國參加大會的首相，對聯合國當時財政問題和組織

等各方面，發表改革意見，更強調聯合國改革已是各國的主流意見107。1993 年聯

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成立安理會改革專門工作小組，1994 年 3 月蓋里更在聯合國

                                                 
101

 改革前，拉美國家 2 席，西歐 1 席，東歐 1 席，大英國協國家 1 席，而中東、亞洲和非洲卻共

用 1 席，而這 6 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只有 2 年且不得連任。 
102

 改革後，拉美國家維持 2 席，東歐 1 席，西歐及其他國家 2 席，而亞洲增加為 2 席，非洲為 3

席。詳細請參考：朱大佛，聯合國安理會首次擴大的緣起、歷程及其啟示，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90-95。 
103

 林文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改革之挑戰與前景，政治科學論叢，第 37 期(2008 年)，頁 16。若 5

個常任理事國均棄權，應解釋為不構成否決，此時只要 9 個以上的非常任理事國均投贊成票時，

仍然能夠通過決議。 
104

 1963 年聯合國會員國為 114 國；1991 年則增加至 179 國；2014 年止，共有 192 個會員國，其

中發展中國家佔絕大多數，其中非洲的會員國占了 28.1%，有 54 席。 
105

 聯合國第 6 任秘書長蓋里(1992.01-1996.12)是埃及人，第 7 任秘書長安南(1997.01-2006.12)則是

迦納人，都是非洲出身的聯合國秘書長。在蓋里和安南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埃及和迦納的

無償援助都明顯增加，請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部分。另外，現任第 8 任秘書長潘基文

(2007.01-2016.12)則是韓國人。 
106

 The New York Times – Boutros-Ghali Seeks More Help From Japan 

http://www.nytimes.com/1993/02/17/world/boutros-ghali-seeks-more-help-from-japan.html (查閱日

期：2015 年 4 月 30 日) 
107

 1993 年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3_2/h05-7.htm (查閱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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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總部向記者表示，日本目前在聯合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並希望日本擴

大角色。而聯合國嚴重的財務問題和表決機制，也讓經費分擔最多的美國感到頭

痛，一併表示支持，但後來美軍在索馬利亞 PKO 失敗，柯林頓開始指責蓋里領導

的聯合國行政效率太差，蓋里則歸咎是美軍不服指揮權，導致柯林頓和蓋里在聯

合國改革上開始發生嚴重歧見，最後聯合國 50 週年時並沒有取得任何改革進展，

而蓋里也遭到美國反對，無法連任因此下台108。1997 年新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上台，1998 年安理會再度通過決議，決定「任何安理會增加會員及相關事

務所作的決定或決議，必須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會員國同意才能進行」，換言之，

需要聯合國 192 個會員國當中的 128 個國家贊同，改革才能成功。對照中共成功

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模式，非洲 54 國自然再度成為日本努力爭取的大票倉。 

 

2.2005 年聯合國改革 

 

    2005 年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時，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再度出現高峰。首先，2003

年 11 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成立了一個高級諮詢委員會，討論有關聯合國的改革，

2005 年向聯合國提出了 2 個改革方案(又稱安南方案)報告，方案建議安理會增加到

24 個理事國，但分配上不同，其中方案 A 為增加 6 個無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和 3

個非常任理事國；方案 B 則是增加 8 個任期 4 年可連選連任的「準常任理事國」，

及增加 1 席非常任理事國。在這兩個方案中，非洲在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

中，都各增加 2 席和 1 席，計畫在 2005 年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的大會上，付諸表

決109。但是韓國和義大利等所組成的「團結謀共識團體」(Unitied for Consensus 

Group，簡稱 UFC，又稱咖啡俱樂部)，則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僅支持增加非常

任理事國至 20 席，其中非洲佔 3 席110。其次，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所組成的

「四國集團」(Group of Four，簡稱 G4)，也在 2005 年 4 月召開了一次安理會改革

的國際會議，主張增加 6 個無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和 4 個非常任理事國，其中非

洲各佔 2 席和 1 席，在 7 月的大會提案，稱為 G4 方案。而和 G4 方案最相近的是

AU 提出的方案，AU 根據 1997 年 OAU 第 33 屆元首會議的「哈拉雷宣言」內容，

在 2005 年 12 月向聯大提出，主張增加 6 個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和 5 個非常任

理事國，其中非洲應取得 2 個常任理事國和 2 個非常任理事國席位111。 

    雖然 G4 方案和 AU 方案極為相似，但是雙方對於新增的常任理事國是否有否

決權的議題，無法達成共識112。另一方面，中國除了明確表示反對日本入常113，

                                                 
108

 曹異美，聯合國之改革：美、日及聯合國秘書長之互動，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9 期(1994

年)，頁 29-30。 
109

 2005 年 3 月 21 日聯合國大會第 59 屆會議「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發展、安全和人權」，頁

40。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59/2005&referer=http://www.un.org/en/eve

nts/pastevents/in_larger_freedom.shtml&Lang=C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110

 UFC 成立於 1998 年，由韓國、墨西哥、義大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國家領導成立，是為了反

對「四國集團」而成立。UFC 反對增加常任理事國的主要原因是原本實力比較強大的林國，一

旦成為常任理事國後，將成為區域霸權，導致自身實力相對減對。 
111

 林文程，前引文，頁 20-24。 
112

 G4 方案主張新增加 6 個常任理事國，無否決權，俟 15 年後再討論；但 AU 則主張增加 6 個常

任理事國應立即擁有否決權。 
113

 「入常」為中國大陸用詞，指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擔任常任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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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 7 日發布了「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114，以「發展中

國家為優先」為口號，主張中小國家都能輪流進入安理會，吸引第三世界國家一

同反對日本的提案。於是各國基於自利的考量，缺乏共識，最終沒有一個方案能

夠取得絕對多數的支持。2005 年改革失敗後，日本發現唯有更加積極配合非洲國

家的經濟改革政策，藉此拉近關係，並且戮力在安理會改革上達成共識，才能達

成其政治利益。2015 年安倍提出「積極和平主義」做為宣傳口號，上，和德國、

印度及巴西，明確宣布支持非洲國家在安理會中的常任及非常任理事國的代表性，

希望在第 70 屆聯合國大會中，有所斬獲115。 

 

表 2- 8  比較目前的安理會席次和各國提出的聯合國改革方案 

方案名稱 常任理事國 非常任理事國 總席次 

安理會 
目前 5 席(否決權 5 席) 

非洲 0 席 

目前 10 席 

非洲 3 席 
15 

安南方案 A 
增加 6 席，共 11 席(否決權 5 席) 

非洲 2 席 

增加 3 席，共 13 席 

非洲 4 席 
24 

安南方案 B 
增加 8 席，共 13 席(否決權 5 席) 

非洲 2 席 

增加 1 席，共 11 席 

非洲 4 席 
24 

UFC 方案 
保持 5 席(否決權 5 席) 

非洲 0 席 

增加 10 席，共 20 席 

非洲 6 席 
25 

G4方案(2005) 
增加 6 席，共 11 席(否決權 5 席) 

非洲 2 席 

增加 4 席，共 14 席 

非洲 4 席 
25 

AU 方案 
增加 6 席，共 11 席(否決權 11 席) 

非洲 2 席 

增加 5 席，15 席 

非洲 5 席 
26 

G4方案(2015) 
增加 6 席，共 11 席(否決權 5 席) 

非洲 2 席 
14~15 席 25~26 

(註 )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日本外務省「安理會改革的經過及現狀」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un_kaikaku/kaikaku2.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及 2005 年 3 月 21 日聯合國大會第 59 屆會議「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

發展、安全和人權」，頁 40。 

 

第三節  冷戰後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的特色 
 

一、政治利益優先 

 

    從上述各項因素分析，總結冷戰後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第一項的特色為，首

度出現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務省最早的外交青書中，日本早期稱非洲和中東國家

為「中近東」，將非洲和中東視為一體，政治版圖劃分粗略，也僅在少數有經濟交

往的非洲國家設立使領館116。而與中近東的外交重點為發展雙方的貿易通商關係，

                                                 
11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關於聯合國改革問題的立場文件 

http://www.mfa.gov.cn/chn//pds/ziliao/tytj/t199083.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115

 日本外務省 2015 年 9 月 26 日「有關聯合國安理會改革 G4 領袖會議共同聲明」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01242.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8 日) 
116

 外務省外交青書指出，1957 年日本在非洲有設置使館的國家為埃及、衣索比亞、蘇丹和利比亞；

領事館則是南非和摩洛哥。在日本設置使館的非洲國家則是埃及和衣索比亞，另外賴比瑞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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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石油生產國進行國土開發的技術合作，而國內也在經濟大國路線下，追求單純

的海外利益，出口商品到非洲，賺取外匯。1960 年外交青書開始將中近東分為中

東和非洲，其中北非五國仍然劃入中東，顯示日本去一直將北非視為中東政策的

一部分。但隨著漠南非洲國家的獨立，有關非洲國家記載也增加，於是形成新的

外交領域「漠南非洲」。1969 年外交青書開始將非洲劃分為東部、西部、南部和中

部非洲，對非洲政策開始出現區塊化概念。1974 年外交青書指出日本和非洲間的

經濟具互補性，除了發展經貿、資源開發和協力，更應該加深彼此的文化了解，

顯示受到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事件以及田中榮作提出的資源外交的國內外因素影響，

外務省注意到必須加深對這塊大陸的了解。到了 1982 年，中曾根康弘提出「政治

大國論」後，外交青書則指出透過 ODA 協助第三世界國家建立民主和平及社會安

定，不只是日本對國際社會的責任，更是日本綜合安全的一環，顯是外務省已經

預備朝政治大國的發展努力117。1993 年時，外交青書提到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的目的，在重視非洲事主權(Ownership)的前提下，日本將結合亞洲國家的力量，

透過「南南協力」(South-South cooperation)
118的夥伴關係，協助非洲成長119，非洲

被視為是日本實現政治利益的目標。 

    90 年代重視亞洲外交的竹下派(現在的平成研究會)為自民黨最大派閥，而外務

省以追求國際地位為目標，大藏省及通產省則側重在亞洲國家的日圓貸款獲利，

各省廳仍然存在著濃厚的官僚本位主義。以 1996 年日本在非洲及亞洲的援助型態

為例，非洲的援助金額雖然僅次於亞洲，事實上卻是小巫見大巫，亞洲佔 49.6%，

非洲佔 12.8%。就無償資金合作部分，亞洲為 9.2714 億美元，非洲為 6.5959 億美

元；日圓貸款部分差距更大，亞洲為 20.812 億美元，非洲為 1.864 億美元120。雖

然 1996 年非洲的無償贈與已經超過日圓貸款，只能說是日本在面對西方指責日本

的對外援助只重視追求經濟利益，為了符合國際貢獻的形象，外務省特意增加對

非洲的無償贈與；而對內的財團壓力，不論是自民黨還是官僚始終不能減少亞洲

的 ODA，經濟外交的重心還是在亞洲。例如 1996 年外務省在第 34 屆 DAC 高階

會議(1996 OECD-DAC High Level Meeting)提出遠大的國際發展目標(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IDGs)，就被大藏省批評何來經費預算實施121。1996 年後日本

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改變不大，直到 2003 年開始才又增加，顯示 1995 年聯合

                                                                                                                                               

東京設有名譽領事。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7/s32-contents03.htm (查閱日

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17

 1982 年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2/h04-3-7.htm#l3 (查閱日

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18

 「南南協力」的意思為南南合作。始於 1974 年，當時 JICA 在受援國泰國養蠶中心提供第三國

寮國養蠶技術的訓練課程，後來日本以這種方式在亞洲、南美及非洲等地推廣合作關係。在非

洲是埃及、突尼西亞和肯亞擔任資源提供國。南南合作後來也被 UNDP、OECD 和 IBRD 接納，

UN 將 12 月 19 日訂為「南南協力日」。請參考 http://www.grips.ac.jp/forum/USA/No.14.htm (查閱

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19

 1993 年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3_1/h05-1-1-2-6.htm#a17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20

 1997 年外務省「わが政府開発援助の実績-地域別・援助形態別内訳」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nenji97/n9_3.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1 月

27 日) 
121

 小浜裕久，ODA の経済学(東京：日本評論社，2013 年)，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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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改革失敗後，當時國內政治環境仍然維持在亞洲追求經濟利益，而外務省為維

持在非洲的政治利益，順應國際社會非洲援助潮流，在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TICAD)中也只能選擇「南南協力」的呼號，希望其他亞洲國家能和日本企業能夠

一同前往非洲發展。 

總體來說，日本真正關心的還是聯合國外交，除了支持聯合國秘書長的政策，

投其”本洲意識”所好，對祕書長的本國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更是可見一般，對非洲

的特殊關注，不過是日本換取聯合國政治利益的手段之一。1990 年代在蓋里要求

下，日本不僅開始參加 PKO，更積極推動日籍人員參與聯合國高層工作，如明石

康(Yasushi Akashi)擔任聯合國柬埔寨(UNTAC)的特別代表、緒方貞子(Sadako Ogata)

連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級專員、小田滋(Shigeru Oda)則三次連任國際法院法官和

高須幸雄(Yukio Takasu)擔任財務長等122。1994 年至 1996 年間日本給予埃及的無償

贈與高於往常。2001 年日本首相首訪漠南非洲，森喜朗在時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高級專員緒方貞子的陪同下訪問肯亞的難民營，意圖突顯聯合國的人道訪問123。 

1997 年安南上台後，積極推動聯合國改革，2003 年給予迦納的無償援助也分外的

高。而 2003 年第三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II)，為配合非洲「非洲新夥

伴發展計畫」(NEPAD)和各國政府的經濟發展計畫，2004 年外務省將無償資金合

作部分由 4.2637 億美元增加到 18.2715 億美元，即使 2008 年金融風暴，一度使金

額減少到 8.943 億美元，之後還是維持 10 億美元以上的標準，顯示日本政府為了

實現對非洲的承諾，投注在非洲的援助金額超過了經濟利益的考量(詳見圖 1- 5)。

2006 年 3 月南韓外長潘基文宣布角逐聯合國秘書長寶座，並陪同盧武鉉前往非洲

訪問，日韓之間因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事件而導致兩國關係不睦，在獲知埃及總

統穆巴拉克表示支持潘基文後，當時擔任非常任理事國的日本也態度趨於和緩轉

為支持。2008 年 12 月中日韓三國首度在「東協加三」框架外舉行高峰會，在日本

福岡會議中，特別針對非洲政策及合作情況等交換意見，期望三邊在非洲政策磋

商達成共識124。不過，潘基文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上較為消極，僅關注國際貢獻，

除了秘書長身分使然，也和南韓拒絕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主張有關。 

 

二、建立共同利益 

 

    但到了 2005 年後，就不是單方的政治利益追求，日本嘗試和非洲建立合作的

夥伴關係。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改革失敗，給了日本沉重一擊，一般認為「四國集

團」爭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取得非盟的支持。所以從這個時期與非洲相關

的行動和言論急速增加，日本更加關切對於非洲援助的質與量。2006 年開始，對

非洲大陸的援助金額占日本所有的援助金額比，由 10.6%增加到 35.7%，此後再也

沒有低於 20%的情形發生；2008 年第四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V)首相

福田康夫表示對非洲的援助金額將增加一倍，到 2012 年為止，平均每年要達到增

                                                 
122

 1993 年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3_2/h05-7.htm (查閱日期：

2015 年 4 月 30 日) 
123

 Seifudein Adem, “Emerging Trends in Japan-Africa Relation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5, No. 2(Summer 2001), pp. 61-69. 
1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日韓合作(1999-2012)」白皮書

http://www.mfa.gov.cn/chn//gxh/zlb/zcwj/t930269.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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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9 億美金的目標，2013 年日本在非洲大陸的援助金額達到 20.9205 億美元125。 

    2006 年通過擴增外交編制的預算及計畫，計畫 10 年內新設 30 多個駐外使領

館，2007 年新設的 6 個大使館中，3 個在非洲的馬利、馬拉威和波札那。2006 年

小泉純一郎特地訪問衣索比亞，也是第一位訪問非洲聯盟總部的日本首相；接著

2008 年外相高村正彥(Masahiko Takamura)訪問坦尚尼亞，宣布將提供非洲各國約 2

億 4650 美元的緊急無償援助資金，作為人道和和平之用。顯示出日本高度重視非

洲，要以更多的無償援助換取國際社會對於日本進行國際貢獻的認同。 

    日本也試圖提高對非洲國家的重視，及提升非洲問題在國際社會的重要性。

2008 年 1 月和 3 月高村分別訪問坦尚尼亞和加彭，成為首位 1 年之中 2 度訪問非

洲的外相。接著森喜朗以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第 10 屆非洲聯盟大會，並發表演說。

4 月東京召開第 10 屆非洲夥伴關係論壇，5 月則召開第四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

議(TICAD IV)。TICAD IV 結束後，福田康夫隨即邀請數個非洲國家元首和 AU 委

員長參加 7月北海道洞爺湖G8高峰會，將援助非洲及環保設定為會議的主要議題，

特別是協助非洲國家開發水力、教育、醫療及太陽能等環保發電、制定防止土地

沙漠化的對策以及提供汙水處理的技術等126。 

    日本對非洲的外交政策，雖然以政治利益優先，但不代表放棄經濟利益的追

求。90 年代日本企業原本對非洲無投資意願，但隨著非洲的逐漸發展和政治穩定，

亞非間的「南南協力」呼號逐漸消失。2005 年至 2008 年日本在非洲的 FDI 上升。

非洲眾多的人口、豐富的天然資源和能源，對於日本國內經濟發展存在著很大誘

因。2007年11月經濟產業省大臣甘利明訪問南非和波札那，提出產業合作的提案，

希望建立彼此互惠關係，進行稀土等的資源開發。隔年 JOGMEC 在波札那設置探

勘中心，探測稀有金屬，進行日非共同開發127。 

    2005 年聯合國改革的失敗，更讓日本了解到非洲國家對 FDI 的需求，除了必

須提供更多資金給國內的企業參與非洲國家的各項基礎建設，更要推動日本各項

產業進入非洲。因此 2008 年 TICAD IV，福田康夫宣布 JBIC 設置「非洲投資倍增

支援基金」，預計 5 年內提供 25 億美元的融資資金給國內有意願前往非洲發展的

企業。2014 年外交青書也指出，非洲的意義不僅是貿易對象和投資市場，更是具

潛力的消費市場，日本政府推動非洲外交，已從政府部門，發展到了官民合作的

全民外交階段。 

 

三、軍事合作 

 

1992 年通過 PKO 法後，內閣府設立了「國際和平協力本部」(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Headquarters)，由首相擔任部長，除了陸續參加安哥拉、莫三比克、盧

安達，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及南蘇丹等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目前的南蘇丹

行動是自衛隊參加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任務。2008 年開始日本提供非洲 13 所

PKO 訓練中心，共 3,660 萬美元的援助。1995 年和 2005 年分別訂定了「防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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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發援助(ODA)國別資料冊 2014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4_databook/pdfs/05-00.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4 日) 
126

 楊恕、張茂春，”爭常”失敗後日本與印度的非洲政策比較，西亞非洲，第 11期(2008年)，頁 25-29。 
127

 眾議員甘利明官方網站—擔任經濟產業大臣期間主要政績

https://www.amari-akira.com/act/20090801-1-00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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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和「新防衛計畫大綱」，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提升為自衛隊的本來任務128。

於是 2010 年 3 月防衛省成立「國際和平協力中心」(Japan Peacekeeping Training & 

Research Center)，派遣教官至肯亞、迦納、馬利、喀麥隆、埃及和南非等國進行講

習，目前在共有 31 名。2014 年則派遣自衛隊軍官前往肯亞「國際維持和平訓練中

心」(International Peace Support Training Centre, IPSTC)及衣索比亞「國際維持和平

訓練中心」(Ethiopia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Training Centre, EIPKTC)，擔任短

期教官工作129。2009 年日本則通過的「海盜對策法」，2011 年自衛隊在東非吉布

地設立了首座海外軍事基地。所以除了在非洲大陸提供經濟援助，日本更扮演了

維持國際和平的重要角色，為提升聯合國地位增加了不少政治籌碼。 

 

第四節  小結 
 

    從本章節可以發現，國內因素延宕了日本對非洲的政治利益追求，而國際因

素則改變了日本對非洲的外交政策。首先，日本的戰後體制，使日本將外交重心

侷限在亞洲地區；戰後的經濟大國路線，讓大藏省和通商產業省的地位高於其他

政府組織，外務省因為必須對美協調，處處掣肘。自民黨長期執政，勢力上升後，

則成為協調各省的重要角色。 

    1980 年「政治大國論」提出後，日本想用一慣的經濟外交提升國際政治地位，

於是大藏省給予外務省的ODA預算不斷增加，但是波斯灣戰爭卻讓日本感到挫敗，

必須改變以往提供經濟援助時，海外獲利的主觀點，於是出現了 PKO 法，開始進

行國際和平貢獻。而在國際援助潮流中，非洲的地位逐漸上升，為了向世人展現

政治大國進行國際貢獻的決心，日本選擇了非洲，藉著倡議 TICAD，成功的參與

了聯合國的非洲問題。然而 90 年代國內政黨和財團的利益著眼點仍在亞洲，而

ODA 的預算權仍然握在大藏省的手中，日本國內真正關心的還是亞洲地區的獲利。

這時外務省給予漠南非洲的贈與，不過是外務省要提升官僚地位的手段之一。 

    但自民黨派閥和財界的金權政治，卻越來越嚴重，所以 2001 年進行行政改革，

提高首相領導的能力。利益立足點不同的外務省、財務省和經濟產業省，在小泉

純一郎、福田康夫和安倍晉三等人增加集中領導權力後，財務省不再是「最強的

官廳」，外務省則因為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在聯合國的影響力上升後，

地位也隨著上升，也因此實現了更多的非洲政策。然而 2005 年日本爭常失敗，了

解到主要原因是未能取得非盟的支持，於是日本更加關切對於非洲援助的質與量，

追求政治利益應當優先經濟利益，和非洲建立全面性的合作夥伴關係。 

    另一方面，2000 年後非洲的經濟成長，日本企業前往非洲經商投資的意願增

加。財政省、經濟產業省和財界也轉為積極，對非洲的 ODA 政策除了恢復經濟獲

利的觀點，舉凡政治力、經濟力和軍事力，在「首相主導」時期，都出現在非洲

大陸的佈局中，外務省，更因此發揮了更大的協調功能。 

    非洲對於日本，就政治層面的意義而言，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左右聯合國大會

的決議，是日本擺脫戰敗國身分，進行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重要合作夥伴。就經

                                                 
128

 李建民，前引文，頁 12-13。 
129

 日本外務省新聞發布-派遣自衛官前往肯亞國際維持和平訓練中心及衣索比亞國際維持和平訓

練中心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1277.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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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層面而言，日本 ODA 政策既然以海外獲利為特色，非洲廣大的潛在市場，當然

不可能無視。甚至非洲驚人的經濟成長潛力，已成為援助國解決國內經濟停滯，

和擷取天然能資源的最後一塊寶地。所以提升與非洲國家的政經合作，是 21 世紀

所有強權們為了維持國家力量，必定採取的國家發展戰略。就軍事層面而言，1998

年 6 月、2001 年 11 月日本國會兩度通過 PKO 法修正案，試圖為和平憲法解套。

透過聯合國外交來突破和平憲法對於自衛隊的各種限制，自衛隊因此在非洲累積

了許多的海外軍事活動經驗，有助於提高日本的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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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對非洲的政府開發援助政策 
 

    本章首先說明在國際援助潮流中，日本政府參與國際援助的發展過程。早期，

非洲是日本發展海外經濟利益的目標之一，直到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後，具體的政治利益追求才出現；其次說明，TICAD 的成立背景和至今舉辦過的

五屆會議中，日非間的互動情形；而為了取得非洲國家支持聯合國改革，可以發

現日本追求政治利益的優先性逐漸取代經濟利益。最後，說明 TICAD 追求政治利

益的結果，使外務省的權力上升。 

 

第一節  日本援助體制的發展與國際援助潮流 
 

一、1950 年代被援助國和援助國雙重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是世界最大援助國，設立「占領地區救濟政府基金」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 for Relief in Occupied Area Fund, GAREOA)及「占領地區

經濟復興基金」(Economic Rehabilitation in Occupied Area Fund, EROA)，提供部分

資金給日本作為戰後復興之用。1944 年在美國新罕布夏州舉行「聯合國貨幣暨金

融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決議成立「國際

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ation, IMF)和「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1947 年 IBRD 成立，5

年後日本加入 IBRD，1953 年開始向 IBRD 貸款，直到 1966 年止，貸款件數 31 件，

共 8 億 6,290 萬美元。世界銀行對於戰後資金缺乏的日本，在發電廠、高速公路和

新幹線等基礎建設方面，貢獻很大。 

    除了接受美國和 IBRD 的援助貸款外，1954 年 10 月 6 日日本參與「可倫坡計

畫」(Colombo Plan)，提供援助，開始了援助與被援助國的雙重角色。該計畫成立

於 1950 年，事實上為一國際組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早成立的援助機構，組

織的目的在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合作與發展，重視人力資源發展130。於是 1955 年外

務省在經濟局下成立「經濟合作部」，負責提供赴日研習機會及派遣專家，實施各

項技術援助。1950 年成立「日本輸出入銀行」(Export-Import Bank of Japan, EIBJ)，

提供對外資金合作，1958 年印度成為第一個日圓借款國。 

 

二、1960 年代南北問題促進國際援助體制 

 

    1960 年代南北問題開始受到國際重視。1964 年召開首屆「聯合國貿易暨發展

會議」，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1961 年聯合國成立「聯合國特別基金會」

(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 簡稱 UNSF)和「聯合國擴大技術合作計畫署」(United 

Nations Expanded Programme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簡稱 UNEPTA)，作為聯合國

的技術援助中心機構，並於 1966 年合併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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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年日本政府將 10 月 6 日定為「國際合作節」，節日前後會舉辦與國際合作相關的「全球嘉

年華」。日本外務省 ODA50 年的歷程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pamphlet/oda_50/ayumi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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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隸屬於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為發展中國家制定開發計畫。 

    各國的援助體制也這在時期發展得更臻成熟。1961年美國制定「對外援助法」，

設立「美國國際開發局」(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當時的西德也建立「經濟援助部」。正處於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針對援助體制

也進行多項革新，如 1960 年制定「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法」，1961 年 3 月經濟企劃

廳根據該法設立「海外經濟合作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OECF)，

接管「日本輸出入銀行」部分業務，提供外國政府優惠性日圓貸款131。；1962 年

外務省則將「經濟局經濟合作部」和「亞洲局賠償部」合併，新設「經濟合作局」，

負責 ODA
132。另外，同年也成立「海外技術合作事業團」(Overse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 OTCA)，1965 年 OTCA 成立「青年海外協力隊」(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JOCV)，提供技術援助133。 

這段期間，除了促進國內援助實施體制的發展，日本也積極參與國際援助活

動。1961 年在美國的邀請下，日本加入「開發援助團體」(Development Assistance 

Group,簡稱 DAG)，1964 年 DAG 納入 OECD 中，更名為「開發援助委員會」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簡稱 DAC)。由於 OECD 號稱「富人俱樂部」，

日本因此加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意義重大。1964 年 9 月 IBRD 和 IMF 首度在東

京舉行年度大會，1966 年日本在東南亞倡議設立「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134；在非洲則先後提供烏干達、肯亞、坦尚尼亞和奈及利

亞四國日圓借款。1968 年為止，接受日本援助的國家共有 37 國，其中非洲只有 8

國，整體的援助重心維持在亞洲135。 

 

 

三、1970 年代與聯合國援助體制建立合作關係 

 

    1967 年日本停止向 IBRD 貸款，在 1976 年結束所有的戰爭賠償後，1978 年外

務省制定「第一次政府開發援助中期目標」，又稱「政府開發援助 3 年倍增計畫」，

修正以往亞洲一面倒的經濟援助政策，開始進入 ODA 擴充的新階段136。之所以大

幅增加在非洲的援助金額，目的是透過援助的方式來確保能資源取得。1972 年日

本和「非洲開發銀行」簽訂協議，設立「非洲開發基金」(AfDF)。此外，為了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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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F 早期僅提供海外的日本法人貸款和融資，1966 年才開始實施對外國政府的日圓貸款，1975

年起主管贈與因素(G.E.)25%以上的政府對外合作資金，其餘對外合作資金仍由 EIBJ 管理。 
132

 2006 年「經濟合作局」與「國際社會合作部」合併，成為目前的「國際合作局」。請參考：廣

木重之，わが国 ODA 実施体制の変遷と時代の要請，外務省調査月報，第 2 期(2007 年)，頁

24。 
133

 JOCV 的創始者為海部俊樹，1964 年 5 月海部擔任非洲地區調查團團長，前往衣索比亞首都阿

迪斯阿貝巴訪問。 
134

 ADB 總部設在菲律賓馬尼拉，日本是銀行最大資金來源，歷屆的總裁都由日本人擔任。 
135

 8 國為迦納、奈及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衣索比亞、烏干達、肯亞、坦尚尼亞和莫三比克，

請參考日本外務省「第 2 章日本對非洲支援與 TICAD 進程」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youka/kunibetu/gai/ticad/pdfs/jk07_02.pdf (查閱日

期：2014 年 12 月 20 日) 
136

 第 I 部 ODA50 年的成果與歷程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index.ht

m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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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的工作，1974 年外務省依據「國際協力事業團法」，將 OTCA、

JEMIS 及「海外貿易開發協會」(JODC)及「海外農業開發財團」的一部份，合併

為「國際協力事業團」(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簡稱 JICA)，作為統

一負責的執行機構137。 

    身為 OECD-DAC 的成員國之一，為了達到「LDC 貸款非束縛化備忘錄」的精

神，1972 年日本修正「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法」，逐漸取消日圓借款附帶條件的情形。

在聯合國合作方面，1979 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成立日本東京辦事處138，加強雙方

合作。由於 UNDP 在全球伸展援助網絡、具中立性和協調整體聯合國制度等特質，

對於日本佈局全球經濟援助具重大影響。 

   1970 年 IBRD 在東京成立辦事處139，1973 年起日本和世界銀行等合作提供融資

給非洲發展基礎建設。IBRD 為了募集資金，發售以日圓為面額的「武士債券」

(Samurai Bond)，收集民間資金，日本也因此搖身一變成為 IBRD 的資金提供國，

1984 年出資額高居世界第 2 位140。另外，1981 年日本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締結協定，設置東京促

進投資技術移轉辦事處，目的在促進日本的直接投資和技術移轉至發展中國家
141。 

 

四、1980 年代國際援助的非洲熱 

 

    兩次石油危機導致非洲國家在 80 年代面臨嚴重的負債危機，被稱為「失去的

十年」。IBRD 和 IMF 提出結構性調整方案，給近 40 個非洲國家，進行經濟結構改

革，結果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進一步惡化。1984 年 12 月 3 日聯合國大會通

過「關於非洲危機經濟狀況宣言」，再度呼籲國際社會關心非洲議題及提供各項援

助。 

    1980年代日本援助的目的轉為保障綜合安全。日本的貿易收支黑字持續擴大，

1986 年「前川報告」(Maegawa Report)提出的解決方式之一就是增加 ODA 來縮小

經常收支的黑字，另一方面透過國際貢獻，協助非洲解決飢餓問題和發展經濟，

又能符合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政治大國論」，有助於日本擴大對聯合國的影響力。

1982 年非洲開發銀行(AfDB：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142開放區域外國家加入，

1983 年日本正式加入，透過多邊的方式援助非洲國家，在非洲區域外國家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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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國際合作事業團」依據「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合作機構法」，更名為「國際合作機構」(英

文名稱不變)，成為獨立的行政法人，外務省為主管機關，是日本 ODA 的執行部門，負責資金

贈與和技術援助，相當於我國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38

 UNDP 總部在美國紐約，全世界有 7 個辦事處，分別位在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布魯塞爾、

東京和華盛頓，其中只東京辦事處在亞洲。詳細請參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operations/contact-us/ (查閱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 
139

 世界銀行在世界各地有 100 多個辦事處。 
140

 世界銀行與日本

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Feature%20Story/japan/pdf/WB-and-Japan-June2

014.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11 日) 
141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東京促進投資技術移轉辦事處

http://www.unido.or.jp/about_us/unido_itpo_tokyo/ (查閱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 
142

 AfDB 總部在象牙海岸，2012 年首度在區域外設立辦事處，亞洲代表辦事處(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fice for Asia)。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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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額僅次於美國。1980 年代後外務省政務次官每年出訪非洲成為慣例143，顯示

日本正努力地鋪陳日非關係中。 

 

第二節  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1980 年代結構調整方案(SAPs)未能解決非洲嚴重的債務問題，於是國際間開

始主張應發揮援助有效性和援助國間的協調性。這時的日本在 1989 年超越美國成

為世界第一援助大國，1990 年償還 IBRD 的借款後，1991 年至 2000 年 10 年間日

本的 ODA 占所有 OECD-DAC 國家提供的 20%，波灣事件的影響更提供了日本最

佳的時機倡議解決非洲問題，進行國際貢獻，於是 1991 年 9 月 24 日日本外務大

臣中山太郎代表日本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倡議在東京舉辦非洲元首級的發展

會議144，據說會議構想發起者是時任外務省中東及非洲事務局局長的須藤隆也

(Takaya Suto)，會議的精神立足於非洲的「主事權」(Ownership)、「自助」( self-help 

of Africa)和「夥伴關係」(partnership / need for international support)，促進非洲領導

人與援助夥伴間的高層對話。 

    其實早在 1986 年聯合國就啟動第一個針對特定區域的執行計畫，「聯合國非

洲經濟復興與發展行動綱領」(UN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African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UNPAAERD)，又稱為「五年行動綱領」，但是到 1990

年底由於大部分的計畫未能實現，於是 1991 年 12 月聯合國大會再度通過「1990

年代聯合國開發非洲新議程」(The United Nations New Agend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in the 1990s, UN-NADAF)，以取代 UNPAAERD。決議的最後一項，大會

認為「應鼓勵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協助非洲發展工作的倡議。為此，非洲問題全球

同盟(Global Coalition for Africa, GCA)
145等諮商團體應協助號召國際支援執行新議

程」146。GCA 由世界銀行所贊助，而日本和世界銀行關係密切，透過這層關係日

本邀請了 GCA 擔任 TICAD I 共同主辦單位。 

 

一、歷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一) 1993 年第一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 

 

1993 年 10 月 5、6 日召開，TICAD 會議主題為「邁向 21 世紀」(Towards the 21
st
 

Century)。主辦國日本，邀請數位 UN 代表和 GCA 擔任共同主辦單位。參加者有

                                                 
143

 金熙德，前揭『日本政府開發援助』，頁 238-239。 
144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日本政府代表們在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演說-第 46屆聯

合國大會中山外務大臣演說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un/19910924.S1J.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145

 GCA 由世界銀行及非洲發展夥伴國所贊助。2009 年 3 月 6 日由非洲對話聯盟(The Coalition for 

Dialogue on Africa, 簡稱 CoDA)取代，位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目前是聯合國非洲經

濟委員會(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簡稱 UNECA)、AU 委員會和 AfDB 共同資助的

非洲論壇。 
146

 聯合國大會第 46 屆會議第 151 號決議，頁 55-59。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0/580/17/IMG/NR058017.pdf?OpenEleme

nt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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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48 國147，還有其他來自 13 國的援助國代表、45 個國際和區域組織以及 NGO

等，超過 1000 名人員共襄盛舉。首相細川護熙在大會中發表演說，表示未來 5 年

將提供 700 億至 750 億美元的 ODA。外相羽田孜也表示為了支援非洲國家的經濟

結構改革，未來 3 年日本將提供 6.5 億至 7 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同時呼籲各援助國

持續提供資金給 IBRD主持的「非洲特別援助方案」(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簡稱 SPA)
148和 IMF 設立的「擴張結構調整貸款基金」 (Enhanc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Facility, 簡稱 ESAF)
149。會後共同發表了「邁向 21 世紀非洲發展的東

京宣言」(Tokyo Declaration on African Development)，簡稱「東京宣言」，宣誓改善

自冷戰以來在非洲發生援助疲態的現象，承諾協助非洲政經改革、民間部門發展、

以及善用亞洲援助經驗，及區域合作的方式，也就是南南合作，來協助非洲發展。 

「東京宣言」中宣告本世紀結束前將再度召開一次與 TICAD 同等級和規模的

大會。於是在一連串的 TICAD I 後續會議後，1996 年在南非的「第 9 屆聯合國貿

易暨發展會議」，日本宣布 1997 年將陸續召開各項預備會議，為 1998 年的 TICAD 

II 做準備。 

    

(二) 1998 年第二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I) 

 

     1998 年 10 月 19 至 21 日 TICAD II 在東京召開，會議主題為「減少貧窮與世

界經濟的融合」。主辦單位是日本、GCA、聯合國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特別協調辦

事處(Office of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Africa and LDCS, OSCAL )及 UNDP。首相小

淵惠三在演說中，除了重申 TICAD I 的精神和內容，更明確指出，雖然日本現正

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仍舊會持續協助非洲發展，包括民生部門發展、振興農業

以及觀光。這次會議中，除了首相和外相分別和非洲國家進行多次的雙邊對話外，

還宣布了「TICAD 進程」，其重要的意義就是 TICAD 常態化150。 

    1997 年的預備會議中回頭審視了「東京宣言」的進展，以及制定行動計劃，

TICAD II 會後則正式發表「邁向 21 世紀非洲發展—東京行動計畫」(African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21
st
 Centrury: the Tokyo agenda for Action)，簡稱「東京行

動計畫」，內容具體揭櫫計畫的主旨、基本原則、實施途徑及各項共同目標，並決

定優先順序。計畫的五大支柱為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和發展基礎、促進南南合作

和加強援助協調，共有 370 多項開發計畫。在社會發展上，未來 5 年要達到提供

900 億日圓(約 7.5 億美元)的無償援助目標，用於教育、醫療保健和水源供給；在

                                                 
147

 當時參加的非洲 48 國中，有波札那、迦納、烏干達、布吉納法索及貝南 5 國總統出席。 
148

 1987 年世界銀行設立 SPA，為了避免非洲進行結構和經濟改革、或國際收支發生短缺時，影響

到非洲人民的生活，邀請援助國提供資金的計劃。近年來，SPA 也開始討論貧窮和債務削減、

特別部門計劃及經濟成長的問題，對促進非洲經濟成長有很大的貢獻。請參考：日本外務省 SPA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2_hakusho/ODA2002/html/kakomi/kk01010

.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12 日) 
149

 1987 年國際貨幣基金會創設 ESAF，1994 年再擴大，目的在提供低所得國家優惠貸款。由 3 種

帳戶組成，分別是：提供經濟貸款的貸款帳戶、和預防會員國無力償還貸款時的轉帳用準備帳

戶，以及來自會員國捐贈金額的補貼帳戶。現已改名為「減貧與成長貸款」。詳細請參考：彭百

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業務功能與改革，新世紀智庫論壇，第 51 期(2010 年)，頁 73。 
150

 TICAD 每 5 年舉辦 1 次。但 2016 年 8 月將召開的第 6 屆 TICAD，和第 5 屆僅相隔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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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上，決定設立「非洲投資情報中心」151，1999 年起定期召開「亞非經濟

論壇」(Africa-Asia Business Forum, AABF)，來促進亞非間的投資和貿易；在發展

基礎上，提供 100 億日圓，協助莫三比克等南部非洲國家移除地雷和照顧不幸受

害者，促進善治及解決紛爭；在促進南南合作上，未來 5 年要將赴日研習的名額

由 1,000 人增加到 2,000 人，同時加強技術和資金的援助；在加強援助協調上，透

過和非洲國家設立發展人力資源據點、開發研究機關等方式建立網路系統。 

 

(三) 2003 年第三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II) 

 

2003 年 9 月 29 至 10 月 1 日 TICAD III 在東京召開，主辦單位是日本、GCA、 

OSCAL、UNDP 及 IBRD，前首相森喜朗擔任大會主席，共有 89 國和 47 個機構，

其中有 24 位非洲國家元首和 20 個國際組織參加，總計超過 1,000 多名參加者。首

相小泉純一郎在大會發表演說，表示將提供 10 億美元無償援助用於醫療保健、教

育、水資源和糧食援助；提供 3 億美金給民間做為投資資金，並召開亞非投資貿

易會議等方式來促進亞非間的合作。另外為了解決非洲國家嚴重的債務問題，將

放棄價值 30 億美元的日圓貸款求償。小泉純一郎也特別和 24 位非洲國家元首進

行個別會談。會後發表兩項文件，分別是「TICAD10 周年宣言」(TICAD Tenth 

Anniversary Declaration)和「TICAD III 主席總結」。「TICAD10 周年宣言」說明

TICAD 進程未來方向及重要實施途徑。此外，宣言最特別的部分是除了強調維護

人類安全，更指出將結合國際社會力量，支援非洲提出的「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

(NEPAD)。「TICAD III 主席總結」則是就各方討論過後，決定援助項目的優先順

序。 

    日本政府對於本屆會議的成效評價頗高，透過TICAD宗旨和NEPAD的結合，

TICAD III 在解決非洲發展問題上，獲得非洲及國際社會的讚賞與共識，認為

TICAD 發揮了世界最大論壇的功能。 

 

(四) 2008 年第四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IV) 

 

    2008 年 5 月 28 至 30 日 TICAD IV 在日本橫濱召開，會議主題為「邁向活力

非洲-充滿希望和機會的大陸」(Towards a Vibrant Africa)。主辦國日本力邀 UNDP、

聯合國非洲特別顧問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or on Africa, 

UN-OSAA)
152、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和 IBRD 擔任共同主辦單位。參加者非洲

51 國中共有 40 位非洲元首出席，還有其他來自 34 國的援助國代表、75 個國際和

區域組織，民間部門、學術機構和 NGO 等市民代表，超過 3000 名人員共襄盛舉。

首相福田康夫擔任主席，前首相森喜朗也應邀擔任共同主席。會後發表「橫濱宣

言」(Yokohama Declaration)，根據此宣言制定了 TICAD 新進程「橫濱行動計劃」

(Yokohama Action Plan)以及檢討 TICAD 進程的「TICAD 追蹤機制」(Yokohama 

Follow-up Mechanism)
153。日本更承諾將會在 7 月的洞爺湖 G8 高峰會中，傳達非

                                                 
151

 Hippalos Centre正式名稱為「促進亞非投資技術移轉中心」(Asia-Africa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Center, AAITPC)，1999 年 8 月日本透過在 UNIDO 的出資，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成立。 
152

 2003 年聯合國秘書長根據 2002 年 11 月 4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A/57/7 號決議，設立 OSCAL。最

重要的工作是審議「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的相關問題。 
153

 TICAD 追蹤機制有 3 個層次：第 1 層事務局，設立 TICAD 事務局，發布網路相關訊息，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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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國家的需求。 

    福田康夫在演說中談到，未來 5 年裡，日本將逐漸增加對非洲的 ODA，金額

目標將達到 2 倍。日本在促進非洲成長上，將從三個層面來實行：基礎建設、民

間投資及農業生產。首先就基礎建設來說，近年來非洲的政治穩定、治安改善，

交通建設對於非洲人力、物資的流暢相形重要。未來 5 年日本將提供相當於 40 億

美元的日圓貸款，挹注於非洲的交通及港灣的完善發展、建立「One Stop Border Post, 

OSBP」系統，促進非洲國家間邊境的順利通關。就民間投資來說，本年度將派遣

國內的政經人士組成任務團前往非洲考察，促進民間投資非洲意願，藉著移轉日

本企業的技術和專業到非洲，然後結合非洲豐富的資源，形成一股促進非洲成長

的強大力量。而為了提高日本企業投資非洲的意願，JBIC 設置了「非洲投資倍增

支援基金」(The JBIC Facility for African Investment, FAI)，預計 5 年內提供 25 億美

元的融資資金給國內有意願前往非洲發展的企業，希望 2012 年為止，投資非洲金

額能夠達到 34 億美元。最後就農業生產來說，非洲大陸 2/3 人口從事農業生產，

農業比重極高，食米王國日本過去無論在灌溉、稻米栽培或改良上，擁有相當豐

富的經驗和優良的技術，將積極協助非洲提高農業生產。另外，也將提供 1 億美

元作為緊急糧食支援方案，以備不時之需。 

    在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方面，日本將針對醫療保健、水資

源和教育採取對策。首先，要培育醫療保健人員，計畫未來 5 年內增加 10 萬名醫

療保健人員。將日本的「母子健康手冊」導入非洲，促進產婦和嬰兒的健康發展。

提供 5.6 億美元給世界基金，作為解決愛滋病、肺結核和瘧疾等傳染病的用途，此

外更考慮派遣日本研究人員到非洲大學及研究機關共同合作，解決傳染病問題。

最後，成立「水資源防衛隊」(The Water Security Action Team, W-SAT)，由排水系

統的專業人士組成，到非洲各地協助水資源開發。 

    

(五) 2013 年第五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V) 

 

     2013 年 6 月 1 至 3 日 TICAD V 在日本橫濱召開，會議主題為「日本與非洲-

攜手活躍的非洲」(Hand in Hand with a More Dynamic Africa)。非洲 51 國中，共有

39 位非洲元首出席，還有其他來自 31 國的援助國及亞洲各國代表、72 個國際和

區域組織，民間部門、學術機構和 NGO 等市民代表，超過 4500 名人員共襄盛舉，

規模更勝 TICAD IV。大會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擔任 AU 主席的衣索比亞總理德

薩萊尼(Hailemariam Desalegn)共同擔任大會主席，此外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祖馬(Nkosazana Clarice Dlamini-Zuma)、IBRD 總

裁金墉(Jim Yong Kim)和 UNDP 總裁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也特別應邀出席。

而本屆 TICAD 大會，首度設定非洲元首和日本民間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與民間

對話」議程。 

    安倍晉三在開幕致詞中宣布，要提供 3.2 兆日圓(約 320 億美元)作為官民合作

                                                                                                                                               

UNDP 中有關 TICAD 事宜，設置 TICAD 諮詢窗口，與民間聯繫，與駐東京非洲外交團(Africa 

DiplomaticCorps)進行協商；第 2 層 TICAD 進程及監督共同委員會，負責彙整每年的近況報告，

原則上每年召開 1 次；第 3 層 TICAD 後續會議，原則上每年召開 1 次部長級會議，針對報告

進行檢討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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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金，其中 1.4 兆日圓(約 140 億美元)作為 ODA 之用154。會後發表「橫濱宣言

2013」，以及將援助內容具體化的「橫濱行動計畫 2013-2017」。「橫濱宣言 2013」

主旨為促進「穩固及持續的經濟成長」、「全面和強韌的社會」及「和平與安定」，

實施途徑包括參與 AU 制訂的「非洲基礎發展計畫」(Programm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 簡稱 PIDA)、「全面性非洲農業發展計畫」(Comprehensive 

Africa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 CAADP)
155、非洲同儕評鑑機制(Africa 

Peer Review Mechanism, 簡稱 APRM)
156和加速非洲產業發展(Accele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Africa, 簡稱 AIDA)；在人權議題方面，根據 AU 的「非洲性別平

等宣言」、「非洲女性 10 年倡議(2010-2020)」、協助促進非洲女性法律權益及社會

生活參與，並增加年輕人及女性職業訓練、就業機會，以及保護人權。實施方式

包括鼓勵民間部門做為主導，促進非洲成長；促進基礎建設的完善；促進農業發

展，保障糧食安全，使農業成為非洲成長的要角。另外宣言更指出，未來期望加

強 G8、G20 和 TICAD 進程的合作。 

 

表 3- 1  歷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 

屆次 主辦單位 宣言和援助內容 

1993 

TICAD I 

日本(細川護熙) 

GCA 

UN 代表 

「東京宣言」強調自助與協調、南南合作 

700 億至 750 億美元 ODA 

6.5 億至 7 億美元無償援助 

1998 

TICAD II 

日本(小淵惠三) 

GCA 

UN-OSCAL 

「東京行動宣言」、南南合作 

計 1,000 億日圓無償援助(約 8.2 億美元) 

2003 

TICAD 

III 

日本(小泉純一郎) 

GCA 
UN-OSCAL、UNDP、IBRD 

「TICAD10 周年宣言」與 NEPAD 結合 

10 億美元無償援助、放棄 30 億日圓貸款 

3 億美元民間投資 

2008 

TICAD 

IV 

日本(福田康夫) 

UN-OSAA、UNDP、

IBRD 

AU 

「橫濱宣言」、「橫濱行動計畫」 

5 年間 ODA 金額增加 2 倍 

日圓借款 40 億美元 

25 億美元提供民間投資 

2013 

TICAD V 

日本(安倍晉三) 

UN、UNDP、IBRD 

AU、AUC 

橫濱宣言 2013、橫濱行動計畫 2013-2017 

3.2 兆日圓官民合作資金(約 320 億美元)，其

中 1.4 兆日圓(約 140 億美元)作為 ODA 

(註)作者自行整理。 

                                                 
154

 日本外務省TICAD V主要的支援政策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06374.pdf (查閱日期：

2014 年 6 月 25 日) 
155

 2003 年莫三比克馬布多 AU 高峰會，通過第一次「CAADP 宣言」。CAADP 屬於「非洲新夥伴

發展計畫」(NEPAD)的一項架構，第一階段(2003-2013)目標為促進農業轉型、促進財富創造、

食物安全及營養、經濟成長與各方面的繁榮，使農業部門的成長率達到 6%。詳細請參考：

http://www.caadp.net/about-us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2 日)。目前和 JICA 的非洲稻米振興共

同體(Coalition for African Rice Development, CARD)進行合作。 
156

 APRM 是 2003 年奈及利亞阿布賈(Abuja)AU 高峰會中，建立的自我檢視機制。2002 年南非德

班(Durban) AU 高峰會中，通過了一項「民主、政治、經濟及治理宣言」(Declaration on Democracy)，

內容規定參與國應建立 APRM，強化和落實 NEPAD 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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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ICAD 的特色 

 

   TICAD 具有三項特色：首先，和以往日本在亞洲的援助模式不同，政治色彩濃

厚；其次會議兼具雙重角色，一是做為聯合國國際援助會議，一是作為日本展示

對非洲援助政策的場域；最後則是具有設定和領導議題的功能。其中，第三項功

能最有助於日本主導國際議題，提升國際威望與增加入常機會。 

 

(一) 日本新型態 ODA 

 

    在歷屆 TICAD 中，日本不斷重申「民主化」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

重要性，但也不忘標榜過去援助亞洲國家的成功經驗，強調會議的精神是重視非

洲的「自主性」和援助國間的「協調性」。和傳統日本 ODA 相較，TICAD 不但擁

護西方規範非洲民主化的王道，但也不忘強調亞洲援助模式的優點。這和日本在

亞洲提供經濟援助時，幾乎不會提到民主化的問題，尤其是對中國的援助，有很

大的差別。TICAD 的特色是政治色彩濃厚，會議中列入國際關心的氣候環境、傳

染疾病和教育問題，甚至聯合國改革等議題，後來才是民間部門的投資的議題。

而 TICAD 的南南合作主張，雖然是外務省為了減輕日本企業單獨前往非洲發展的

風險擔憂，但也隱含著日本要代表亞洲，扮演區域霸權的角色，甚至更進一步的，

要主導亞洲和非洲之間的國際事務。所以 TICAD I 後，日本頻繁地舉辦「亞非論

壇」(Africa-Asia Forum, AAF)，作為 TICAD 的後續會議；TICAD II 則定期召開「亞

非經濟論壇」(Africa-Asia Business Forum, AABF)等，來促進亞非間的投資和貿易。 

 

(二) 兼具雙重角色 

 

    TICAD I 在非洲國家間相當受到歡迎，因為過去實施結構調整方案(SAPs)不僅

造成非洲國家的經濟更糟，甚至被批評喪失國家自主權157。中國學者認為，日本

透過 TICAD 宣揚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援助理念，改變西方主導的傳統援助模式，藉

此提高日本在國際事務的威望，目的在取得國際政治事務的話語權158。根據 1993

年日本外交青書，倡議舉辦 TICAD，有助於日本增加國家利益，指出除了促進開

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增進雙邊友邦關係外，還能提升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威望159，

政治意味濃厚。值得注意的是，TICAD I 時，UNDP 尚未成為主辦單位之一，而代

表聯合國出席的 5 位成員中，有 3 位是日籍人士，分別是當時的聯合國副秘書長

兼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中嶋宏(Hiroshi Nakajima)、發展支援和管理事務副秘書長辦

事處的執行主任田島幹夫(Mikio Tajima)以及資源發展合作官員 Mieko Ikegame，因

此 TICAD I 當時只能說只是日本舉行，諮詢組織 GCA 及聯合國若干代表參加的日

本國際會議160。 

                                                 
157

 堀內伸介，面向 TICAD III，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http://www2.jiia.or.jp/RESR/column_page.php?id=40 (查閱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 
158

 李安山，東京國際非洲發展國際會議與日本援助非洲政策，西亞非洲，第 5 期(2008 年)，頁 5-13。 
159

 1993 年外務省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3_1/h05-1-2-2-2.htm#a24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160

 日本外務省-非洲地區-TICAD I-共同舉辦者名單 

http://www.mofa.go.jp/region/africa/ticad/list/co-organize.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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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8 年 UNDP 和 OSCAL 正式加入，成為共同主辦單位，5 年之間日本

取得了和聯合國緊密的合作關係。換言之，在 TICAD II 中日本已經獲得聯合國的

半委任，在 TICAD 中作為政治大國，發揮主持議題的能力，甚至在非洲議題上有

取代過去國際事務皆由美國主導的固有模式。相較於其他 OECD-DAC 會員國，儘

管有法國兩年舉辦一次的「法非高峰會」(Sommet France-Afrique, Franco-African 

Summit)；英國的「大英國協政府領導人會議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和美國的「美非元首高峰會」(United States-Africa Leaders Summit)；甚

至是非 OECD-DAC 會員國，中國的「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等，這些國家不外是單純的一對多的國際會議，只有 TICAD

是在聯合國體系和「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的前提下運作。 

此外，「TICAD 進程」結合了 UN-NADAF 和 NEPAD。UN-NADAF 是聯合國

90 年代對非洲問題的新議程，目的在凝聚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合作，以加速非

洲民主化、區域整合、發展各經濟體，使其獨立，同時減少非洲受外來影響的脆

弱性，提升在世界經濟體系的地位，目標要達到至少每年 6%的經濟成長率。TICAD

就是在 UN-NADAF 的前提下召開，然後創造出「TICAD 新進程」，即「橫濱計畫」。

NEPAD 則是在 OAU 時期制定，也是現在 AU 主要的非洲發展計畫。NEPAD 後來

被聯合國納入援助架構中，OECD 和 G8 也都採納 NEPAD 為提供非洲國家援助的

標準。TICAD III 時，日本公開表示支援非洲提出的 NEPAD，贏得 AU 對日本外

交政策的支持，於是 2008 年 1 月第 10 屆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非洲聯盟大會

通過決議，願意和 TICAD 加強合作關係。福田康夫在 TICAD IV 演說則回應，本

次會議相當重視第 10 屆非盟會議的結果及非洲同儕評鑑機制(Africa Peer Review 

Mechanism, APRM)，顯示日本相當重視非洲國家的反應，希望在每一項援助上發

揮最大效用。 

 

(三) 設定和領導議題的功能 

 

就 TICAD 的意義而言，是日本向非洲宣示建立援助合作關係的重要會議，政

治性意義重大。TICAD 也是日本和非洲保持密切交往的重要會議，並非只有 5 年

才有一次實質的進展，在每屆 TICAD 後，日本政府會舉辦 TICAD 的後續會議。

如 TICAD I 後，1994 年在印尼萬隆召開「亞非論壇」、1995 年在辛巴威首都哈拉

雷召開「東部及南部非洲區域工作會」、1996 年在象牙海岸首都雅穆索戈召開「西

部及中部非洲區域工作會」，積極展現日本推動國際社會對非洲開發援助的努力。

TICAD I 至 TICAD II 期間，日本以亞洲的代表自居，陸續召開了多次的亞非論壇，

促進亞非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1998 年 TICAD II 更發揮了領導國際議題的功能，

「東京行動計畫」納入了 1996 年日本在第 34 屆 DAC 高階會議(1996 OECD-DAC 

High Level Meeting)提出的國際發展目標(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IDGs)，

2015 年將非洲貧窮人口減半、2015 年前讓非洲初等教育普及等指標。而 IDGs 不

僅被 OECD-DAC 接受為 DAC 的新發展戰略，後來更成為了 2000 年聯合國「千禧

年發展目標」(MDGs)的內容。 

    另外，在 TICAD I 和 TICAD II 間，日本一直呼籲建立 TICAD 的後續會議，

顯示日本政府在引起非洲國家注意上，較為主動積極，而非洲則是被動。但 2002

年聯合國大會肯定非洲「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後，日本也將 NEPAD 的

五大重要計畫和 TICAD III 做出結合，引起了非洲國家的興趣。該屆會議更特地排

入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討論議程，希望日非之間的合作因此更進一步昇華到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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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理會改革合作。 

    TICAD IV「橫濱行動計畫」則將日非合作關係具體化，打開了和非洲全面的

交往關係。在科學合作方面，2003 年率先和南非締結「日本南非科學技術合作協

定」，透過南非的支持，2008 年兩國在東京召開「日非科學技術部長大會」，會中

各國同意日本派遣科學技術調查團前往非洲各國考察科學技術發展情況。在醫療

保健方面，針對教育和醫療保健，設立「野口英世非洲獎」，鼓勵對非洲醫療保健

的貢獻人士，在 TICAD 中頒獎表揚。 

    在 G8 方面，2008 年 7 月日本輪值主席國，召開第 34 屆北海道洞爺湖 G8 高

峰會，也將 TICAD IV 會議的討論結果，放入高峰會的主題中。期間，還特別召開

擴大會議，邀集阿爾及利亞、衣索比亞、迦納、奈及利亞、塞內加爾、南非及坦

尚尼亞 7 國元首參加，讓非洲國家感受到日本對非洲問題的重視，贏得非洲國家

好感，充分顯示日本再次主導國際議題和發揮外交自主性。從這次高峰會後可以

看出日本在聯合國的地位提昇。其一是福田康夫在會後分別與南非、阿爾及利亞

及奈及利亞等國元首進行雙邊會談，其中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就公開表示認同日本的國際地位，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理事

國161。其二，2009 年 UNDP 和 JICA 正式締結合作備忘錄，加強國際援助合作，

儘快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及實現人類安全。 

 

第三節  冷戰後日本在非洲政府開發援助 
 

一、日本在非洲的援助特色 

 

(一) 無償資金援助與技術援助 

 

    非洲各國普遍經濟水準低，屬於低度開發國家群162，缺乏實施日圓貸款項目

和償還能力，因此援助非洲的方式，和亞洲相反，日圓貸款少，大部分是無償援

助。以 2012 年日本 ODA 為例，整體無償贈與為 31.18 億美元，非洲 11.05 億美元，

是日本投入金額最高的地區；就區域而言，無償援助在非洲國家 ODA 的比重為

51.2%，相對亞洲國家的 8.8%偏高163。 

    而無償贈與又可分為無償資金贈與和技術援助，以區域來看，北非五國較為

富裕，回收的日圓貸款最多，無償資金贈與少，以技術援助為主，如 2012 年埃及

回收的日圓貸款則有 9,258 萬美元，獲得的無償贈與有 1,358 萬美元，但技術援助

的金額更高，有 5,867 萬美元(詳見表 3-2)。而漠南非洲地區，1993 年至 2012 年日

本對漠南非洲贈與部分都高過日圓貸款許多，以 2012 年為例，無償贈與金額高達

17 億 168 萬美元，日圓貸款僅有 1,633 萬美元。(詳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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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外務省-北海道洞爺湖高峰會-日本和阿爾及利亞雙邊會談紀錄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lgeria/visit/0807_sk.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16 日) 
162

 根據聯合國資料，2014 年共有 48 個低度開發國家，其中非洲有 37 個，都在漠南非洲。請參考：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cdp/ldc/ldc_list.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16 日) 
163

 2013年版政府開發援助(ODA)白書-日本的國際合作第 II 部 2012年度政府開發援助實績-地域別

投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3_hakusho_pdf/pdfs/13_hakusho_020203_0

.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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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償援助的內容以興建路、道路、機場和港口等交通設施，以及通訊、電力

和水資源等基礎建設為主，但也相當重視農業部門。1990 年代援助國並不重視農

業援助，但日本卻持續增加非洲農業的協助，TICAD IV「橫濱行動計畫」提出有

關協助非洲農業發展，為了提供糧食和援助貧困農民，JICA 和「非洲綠色革命聯

盟」(the 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
164共同成立「非洲稻米振

興共同體」(Coalition for African Rice Development, CARD)，並和 AU 的 CAADP

合作，提供種稻技術，協助非洲增加稻米生產，計畫 2007 年至 2017 年間的稻米

生產增加一倍165。 

    技術援助則運用在人力資源教育、醫療保健、農業、貿易及觀光等項目，提

供赴日研習，另外也派遣專業人士、JOCV 和調查團等前往當地提供訓練與協助。

2008 年到 2012 年，約 80 萬教師進行數理教育訓練，約 8 萬從事農業人員提供農

耕能力支援。 

    日圓貸款部分，除了提供 AfDB 日圓借款，JICA 提供日圓借款的方式，主要

根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 GNI 為標準，將國家分為六類，適用不同的貸款利率166。

對於阿爾及利亞、南非等 GNI 較高的中進國或開發中國家，通常會排除在專案性

的無償資金協助的對象之外，而是給予技術援助或提供日圓貸款。目前埃及是日

本在非洲技術援助和日圓貸款第一高的國家。2005 年至 2014 年 6 月止，日本提供

包括多項興建計畫案用和非計畫案用的日圓貸款，共計 6,476 億 5,200 萬日圓167。 

 

表 3- 2  2012 年日本在北非五國的 ODA(單位：百萬美元) 

國家 無償資金贈與 技術合作 日圓貸款 回收的日圓貸款 

摩洛哥 9.07 11.47 125.94 70.06 

阿爾及利亞 0.12 2.88 - 1.01 

利比亞 - 0.43 - - 

埃及 13.58 58.67 122.60 215.18 

突尼西亞 0.14 10.91 30.21 94.58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発援助(ODA)国別データブック 2013 中東北アフリ

カ地域 図表 II-11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3_hakusho_pdf/pdfs/13_hakus

ho_020203_4.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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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A 是 2006 年由比爾與美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及洛克斐勒

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共同創立的組織，目的在改善非洲農作物生產及協助地方農業發

展。前聯合國秘書長 Kofi Annan 是該組織的董事會榮譽主席。 
165

 Leni Wild et al., Eds., op. cit., pp. 21-22. 
166

 這六類國家為：①低度發展國家(LDCs)、②貧窮國(GNI 低於 US$1,035)、③低所得國

(GNIUS$1,036~US$1,965)、④中所得國(GNIUS$1,966~US$4,085)、⑤中進國

(GNIUS$4,086~US$7,115)、⑥開發中國家(GNIUS$7,116~US$12,615)。請參考

http://www.jica.go.jp/activities/schemes/finance_co/about/standard/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14 日) 
167

 非洲商業振興支援網路 AB-NET-JICA 提供非洲日圓借款實績 2005-2013 

http://ab-network.jp/wp-content/uploads/2014/01/2134f505e3609882dfa377c94937bfdd.pdf (查閱日

期：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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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1993 年至 2013 年日本外務省在漠南非洲的各項 ODA 援助實績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国別・援助形態別の援助実績検索

http://www3.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index.php (查閱日期：

2014 年 12 月 25 日) 

 

(二) 重視當地主義 

     

    日本在非洲的援助政策，強調「自助努力」，因此非常重視如何配合非洲國家

的政府政策。ODA 的執行機關為 JICA，目前在非洲有 26 個工作據點，除了增加



 

 70 

和各援助國及國際機關的合作機會，當時理事長緒方貞子推動援助應朝向「當地

主義」、「保障人類安全」以及援助的「有效、效率和迅速」方向發展。2003 年 8

月修訂的「新 ODA 大綱」指出，為了強化當地機能，部分的駐外使館將設置「當

地 ODA 工作隊」，主要成員包括大使館、JICA、JBIC 等當地駐在員。這項重要改

變是，過去日本政府實施 ODA 的方式為派遣調查團至當地，然後再擬定計畫，現

在則是透過駐在人員與當地的合作，規劃援助案件後，再呈報外務省。「當地主義」

優點是能夠依照當地的需求迅速反應。例如 2012 年日本在漠南非洲 ODA 金額第

一高的坦尚尼亞(1 億 4,791 萬美元)及 ODA 累積金額第一高的肯亞等國，都積極配

合該國提出的經濟發展計劃。另外，JICA 和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

的各分處所在地由於重疊性高，也積極地和 UNHCR 進行交換情報和合作，提供

對於難民的協助。 

    由於 TICAD 的精神之一就是提倡南南合作，2011 年 JICA 和印度合作，在新

德里提供非洲國家有關道路建設研習168；和巴西則是在莫三比克進行合作。而就

非洲區域合作來看，日本在北非國家援助的特色是「三角合作 (Tripartite 

cooperation)」。主要是受到 2004 年第 30 屆 G8 海島(Sea Island)高峰會的影響，會

中決議為促進中東的安定，應加強區域內國家的合作，於是日本在北非特別強調

促進中東的穩定和國家間的互助。也就是日本先提供技術援助給埃及、突尼西亞

和摩洛哥等中高所得國家，然後這些國家再提供技術援助給其他如阿富汗和伊拉

克等低所得國家。而南非則是南部非洲中，主要和日本進行「三角合作」的國家。 

 

(三) 促進投資的基礎建設 

 

    傳統援助國如英、法、德等國大多為前殖民母國，過去為了方便農礦資源的

輸出，幾乎所有的鐵路都是由內地向港口延伸，但也使得非洲各國和區域間缺乏

橫向聯繫，不利商品流通，於是日本的援助項目特別重視各國運輸系統的現代化

和暢通。東部和南部非洲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區域，2012 和 2013 年日本在漠南非洲

的援助，前 10 位國家中，東非國家就佔了多數(詳見表 3-4)，非洲東岸的商港幾乎

有日本的興建計畫案，如肯亞的蒙巴薩港(Mombasa)、莫三比亞的納卡拉港(Nacala)；

南部非洲則是安哥拉的洛比托港(Lobito)和奈米貝港(Namibe)。TICAD IV 中，日本

公開承諾要在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盧安達及蒲隆地等非洲 5 國，協助開通

各項經濟迴廊(詳見圖 3-1)，並在經濟迴廊建立「OSBP 系統」，讓通關手續快速便

捷化169。橫濱宣言以「以投資取代援助」作為口號，「推動官民協力協調會議」通

過「策略性大型企劃案」(Strategic Master Plan)，集中在肯亞及莫三比克等 10 國，

積極發展基礎建設，讓非洲成為理想的投資環境170。例如尚比雅盛產銅，但該國

最大的問題為一內陸國，對外交通不便，但卻是連接中、東、南非洲的重要樞紐

                                                 
168

 國際合作機構年報 2012 第 16 頁

http://www.jica.go.jp/about/report/2012/ku57pq00000sc3za-att/02.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69

 JICA2009 年「One Stop!貿易真順暢」(尚比亞及辛巴威)」

http://www.jica.go.jp/topics/2009/20091222_0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8 日) 
170

 日本外務省 TICAD V 全體大會安倍總理致詞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page5_00017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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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171。1999 年日本無償援助尚國與辛巴威間的 Chirundu 橋建設，2009 年成為非洲

第一座 OSBP 化跨國大橋；2012 年則開始波札那和尚比亞間的「卡宗古拉橋梁建

設案」(Kazungula Bridge Construction Project)
172。 

 

表 3- 4  比較 2012 年和 2013 年日本在非洲的 ODA(單位：百萬美元) 

順位 2012 區域 2013 區域 

第 1 位 坦尚尼亞(147.91) 東非 坦尚尼亞(338.43) 東非 

第 2 位 肯亞(132.07) 東非 肯亞(337.77) 東非 

第 3 位 迦納(115.39) 西非 象牙海岸(243.06) 西非 

第 4 位 衣索比亞(108.67) 東非 馬達加斯加(190.73) 東非 

第 5 位 蘇丹(94.60) 東非 衣索比亞(150.12) 東非 

第 6 位 剛果民主共和國(93.86) 中非 莫三比克(150.07) 南非 

第 7 位 塞內加爾(80.50) 西非 摩洛哥(138.04) 北非 

第 8 位 摩洛哥(76.42) 北非 幾內亞(122.02) 西非 

第 9 位 南蘇丹(75.03) 東非 獅子山共和國(117.14) 西非 

第 10 位 莫三比克(70.30) 南非 剛果民主共和國(103.79) 中非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發援助(ODA)國別資料冊 2013 及 2014  

漠南非洲‧非洲地區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3_databook/pdfs/05-00.pdf；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4_databook/pdfs/04-00.pdf；中東

北非地區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3_hakusho_pdf/pdfs/13_hakus

ho_020203_4.pdf ；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4_databook/pdfs/04-00.pdf (查閱

日期：2015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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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比亞為 8 國所圍繞，AU 為促進非洲一體化，以 AU 為中心，在非洲規劃許多經濟迴廊，來

貫穿非洲大陸。尚比亞部分有 5 條經濟迴廊：①坦尚拉迴廊(Tazara Corridor)：連接尚比亞和坦

尚尼亞的三蘭港(Dar es Salaam)；②姆特瓦拉迴廊(Mtwara Corridor)：連接尚比亞經馬拉威到坦

尚尼亞的姆特瓦拉港；③納卡拉迴廊(Nacala Corridor)：連接尚比亞經馬拉威至莫三比克的納卡

拉港(Nacala Port)；④南北迴廊：連接尚比亞經辛巴威、波札那至南非德班(Durban)港；⑤洛比

托迴廊(Lobito Corridor)：連接尚比亞和安哥拉的洛比托港。 
172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發援助(ODA)國別資料冊 2014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4_databook/pdfs/05-00.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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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14 年 JICA 非洲部-蒙巴薩港(Mombasa)周邊的 JICA 合作 

http://www.jica.go.jp/information/seminar/2014/ku57pq00001n31qp-att/20140717_01_

01j.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1 日) 

 

圖 3- 1 非洲五大地域「策略性大型企劃案」(Strategic Master Plan)候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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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在非洲各區域的援助狀況 

 

(一) 北部非洲 

 

1.埃及 

 

中東是世界主要的能源供給地，維護中東的和平與安全，有助於國際社會和

日本的繁榮與安全。埃及跨歐亞非三地，境內有蘇伊士運河，戰略位置重要，是

中東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也是日本在中東的重點援助國，常藉此來宣示日本

的中東政策。例如 2015 年 1 月第 9 屆「日本‧埃及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中，首

相安倍晉三擔任特別嘉賓，演說時就表示為了協助埃及民生與經濟的穩定，日本

將提供 25 億美元的援助給予中東世界173。 

石油危機期間，日本開始對阿拉伯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當時的埃及是屬

於中近東的低收入國之一174，1970 年代開始提供埃及無償援助及日圓貸款，用於

蘇伊士運河拓寬和清除淤積、發電廠、變電廠、水泥廠和製鐵廠等。1983 年開始

提供技術援助，如職業訓練和學校教育。1988 年則耗資 65 億日圓完成開羅文化中

心。但是 1990 年波灣戰爭波及到埃及觀光和蘇伊士運河航行收入，外匯流失及走

避戰爭回國人數增加，造成埃及嚴重的失業問題。1990 年 8 月外相中山太郎、1990

年 10 月首相海部俊樹相繼訪問埃及，同意增加經濟援助，促進埃及市場經濟開放

和民主化。1991 年根據「巴黎俱樂部」的協議，日本削減埃及的債務並停止日圓

借款，直到 2001 年再度開始日圓借款175。尤其蓋里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

(1992.01-1996.12)，日本提供給埃及的無償贈與高於往常，1993 年 ODA 總額甚至

高達 21.68 億美元176。近年來，除了促進經濟基礎建設和培養人力資源外，日本政

府並協助振興埃及產業、農業發展、改善醫療及促進教育普及，2012 年埃及獲得

16.56 億日圓的無償資金援助，高居北非五國的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相當重視蘇伊士運河的情況。蘇伊士運河的通行費

是埃及維持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過去為石油和天然氣運輸船舶的必經之地，

但是隨著中東輸送管線的普及，運河的通行量大減，運河淤積情況更是嚴重。2000

年 JICA在埃及政府的要求下，開始調查並計畫將運河轉型為具有貨櫃碼頭的運河，

2012 年起正式展開「強化蘇伊士運河競爭性計畫案」(The Project on Enhancement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for Suez Canal)
177。不只如此，為了配合埃及政府開發西奈半

島的計畫，1992 年除了提供 78 億日圓，無償援助埃及進行蘇伊士運河海底隧道的

                                                 
173

 日本商工会議所日本エジプト経済委員会「第 9 回日本・エジプト経済合同委員会会議概要」

報告 http://www.tokyo-cci.or.jp/file/summary%20report%20jp.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7 日) 
174

 日本劃分的中近東範圍內，四個低收入國分別是：阿富汗、葉門、埃及和蘇丹。 
175日本外務省國別地區援助別-中東北非地區-埃及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enjyo/pdfs/egypt0806.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5 日) 
176

 根據日本外務省 ODA 實績檢索，1992 年對埃及無償贈與為 4,416 萬美元；1993 年為 9,920 萬

美元；1994 年為 1.2951 億美元；1995 年為 1.4119 億美元；1996 年為 1.1839 億美元；1997 年

為 6,533 萬美元。 
177

 JICA Knowledge Site 埃及「強化蘇伊士運河競爭性計畫案」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VIEWParentSearch/7405328527A2599C492579610079E

808?OpenDocument&pv=VW02040104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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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工程，1997 年為加強埃及和西奈半島的連結，日埃締結亞非大陸的「蘇伊士

運河大橋建設計畫案」(The Project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Suez Canal Bridge)，2001

年開通時，橋本龍太郎以特使身分前往埃及與穆巴拉克見面178。 

    日本除了取得蘇伊士運河的修築權，更積極協助埃及維持中東大國的重要角

色。1981 年埃及設立「埃及非洲技術合作基金」(The Egyptian Fund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EFTCA)，提供非洲國家技術和資金援助，1985 年 JICA 開

始與該基金聯繫，提供農業、醫療保健相關的技術援助給第三國。因此 1998 年

TICAD II 期間，日埃正式締結「日埃間促進非洲南南合作的三角合作計畫」，由埃

及擔任資源提供國，雙方共同提供第三國技術訓練，如 2006 年協助埃及舉辦針對

伊拉克的「第三國醫療研習計畫」(Trilateral Medic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for Iraq in 

Egypt)、針對蘇丹的「第三國綜合提升醫療保健服務品質管理研習計畫」(TCTP for 

Sudan 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for Health Care Facilities”)與 2007 年巴勒斯坦

「第三國醫療研習計畫」(Medical Training for Palestinians)等。 

 

2.阿爾及利亞 

 

另一個日本援助的北非重點國家是阿爾及利亞。1958 年民族解放戰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簡稱 FLN)時期，日本就設立極東事務所，1962 年獨立後，兩

國就發展以能源為主要的經濟關係；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主要提供阿爾及利亞

通信方面的技術援助；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則是提供高等教育方面的技術援助。

1990 年代後阿爾及利亞政權轉換造成政局混亂，基本教義派的恐怖攻擊頻傳，在

「危機的十年」中，日本暫停專家派遣，改為提供赴日研習機會，直到 2003 年才

恢復專家派遣。2004 年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列卡(Abdelaziz Bouteflika)訪日，雙

方簽訂技術合作協定179。2009 年布特弗列卡提出「阿爾及利亞國家行動計畫 2009」，

特別重視科技產業的發展，除了石油、天然氣等能源方面，還包括新世代能源的

太陽能發電。2010 年至 2015 年 JICA 和歐蘭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an, USTO)成立「撒哈拉太陽能研究中心」(Sahara Solar Energy 

Research Center, SSERC)，合作研究開發太陽能發電180。 

 

(二) 南部非洲 

 

1.南非 

 

1991 年南非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de Klerk)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日本就積

極地促進商業關係。1994 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當選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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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CA 新聞-2001 年 10 月 10 日友誼之橋 蘇伊士運河吊橋竣工

http://www.jica.go.jp/press/archives/jica/2001/011010.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7 日) 
179

 日本外務省國別地區援助別-中東北非地區-阿爾及利亞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3_databook/pdfs/04-02.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7 日) 
180

 JICA Knowledge Site 阿爾及利亞「撒哈拉太陽能研究開發」

http://gwweb.jica.go.jp/km/ProjectView.nsf/0/c8eff4e655ef0024492578410079e664?OpenDocument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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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AU 和南非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181，

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日本也展開和南非高層頻繁的互動。1994 年向曼氏政

權表達，未來兩年將提供 13 億美元作為援助，其中包括 3 億美元 ODA、5 億美元

的 JBIC 融資和 5 億美元貿易、海外投資保險信用額度182。1998 年 4 月南非總統姆

貝基訪問日本，和首相橋本龍太郎共同發表聯合公報，其中成立「日本南非協力

論壇」，做為政策協商平台，並加強兩國關係。1999 年 1 月剛卸任首相的橋本龍太

郎，以外交最高顧問身分，先前往肯亞後，隨即前往南非，參加第一屆「日本南

非協力論壇」，除了分享日本戰後的國家經濟發展經驗、日本與南非在非洲的援助

合作重要性，更強調建立 TICAD II 後續會議的重要性183。 

    南非政經地位高，2011 年成為金磚四國之一，2012 年南非的 GDP 占整個漠

南非洲 26.9%，也是非洲國家中唯一加入 G20 的國家，可說是非洲國家的領頭羊，

所以日本家非常重視兩國元首外交。2001 年森喜朗以現任首相身分訪問南非，2004

年和 2009 年分別再以特使身分，前後參加姆貝基和祖馬總統的就職典禮。彼此在

安理會改革上也達成共識，2013 年 TICAD V 後，安倍晉三和南非再度發表聯合公

報，除了在各方面持續合作，其次就是針對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議題，表達共識；

並且要將 2010 年以來建立的「戰略協力關係」，向上提升184。2014 年 11 月 14 日

安倍晉三前往澳洲布里斯班參加 G20 後，特地在當地與祖馬總統在會，表示下屆

TICAD 計畫在非洲舉行，獲得馬祖支持，並就 2015 年在聯合國大會提出安理會改

革表達共識185。 

    在國際政治合作上，日本和南非扮演了全球化問題的「南北橋樑」。2000 年九

州沖繩第 26 屆 G8 高峰會，日本擔任議長國，分別在宮崎和東京，舉辦首次 G8

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話，邀請了外交部長祖馬(Jacob Zuma)和總統姆貝基(Thabo 

Mbeki)代表參加，此後，南非每年代表新興工業國參加 G8 高峰會186。此外，南非

也是日本向漠南非洲宣示政策的重要根據地，2002 年小泉純一郎參加聯合國在南

非約翰尼斯堡召開的「永續發展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發表了個人政策「小泉構想」，表示協助非洲永續發展，人才教育相當重

要，日本將提供 20 億美元的教育援助非洲，5 年內計畫培養 5,000 位環境相關的

人員，以及 3,000 萬美元對抗糧食危機，這些未來將體現在 2003 年 TICAD III，以

加強援助187。 

    冷戰後南非最大的問題就是白人和黑人間的貧富差距，強化人力資源成為日

本的援助項目之一。援助的重點為透過教育、醫療保健、水資源以及防災等方式

進行援助，例如 2002 年提供 6.30 億日圓給多數貧窮黑人所居住的東開普省(Eastern 

                                                 
181

 SADC1992 年成立，前身為 So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簡稱 SADCC，

總部設於波札那。 
182

 日本外務省-南非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_africa/gaikyo.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83

 橋本龍太郎活動報告 http://www.ryu-hasimoto.net/report/katu23.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84

 日本駐南非共和國大使館-日本與南非共和國聯合公報

http://www.za.emb-japan.go.jp/jp/Japan_SA/contents_japanSA.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85

 日本外務省日本南非高峰會談 http://www.mofa.go.jp/mofaj/afr/af2/za/page3_001013.html (查閱

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86

 同註 48。 
187

 日本外務省永續發展世界領袖高峰會(約翰尼斯堡會議)-小泉構想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wssd/koizumi.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76 

Cape Province)，改善用水設施和衛生環境、2005 年再提供 10.38 億日圓，改善醫

療服務及設施；2003 年提供 8.39 億日圓給位於南非東北部林波波省(Limpopo)，建

設中小學設施188。 

 

2.安哥拉 

 

    由於安哥拉自獨立以來長期內戰，2002 年內戰結束後，日本才開始協助該國

和平建構，如拆除地雷、協助軍人重返社會生活、難民定居和各項基礎建設等，

目前只有提供無償援助和技術協助。2002 年政權穩定後，經濟開始高度成長，2001

至 2010 經濟成長率 11.1%，居全球之冠。2010 年和 2011 年擔任過葡萄牙語系共

同體和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的主

席國，在非洲和國際的政治地位逐漸上升。 

    安哥拉有羅安達(Luanda)、洛比托(Lotobi)、奈米貝(Namibe)和卡賓達(Cabinda)

四個重要商港。其中，安國的洛比托港(Lobito)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尚比亞、辛巴

威及波札那等四個內陸國向西的重要出口，也是安國政府「優先振興計畫

(2003-2007)」及「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的基礎建設發展的計畫之一，對

於南部非洲的發展具重要地位。2008 年日本國土交通省與安國簽訂「港灣整建緊

急計畫」(the project for Emergency Rehabilitation of Port Facilities at the Port of 

Lobito and the Port of Namibe)，先後提供 4,900 萬日圓和 39 億 3,200 萬日圓的無償

援助，協助港口的整建，提高港口的貨物輸送功能189。 

 

3.莫三比克 

 

    莫三比克為日本近年關注的援助對象，2014 年安倍晉三訪問莫國，承諾 5 年

內提供 700 億 ODA，協助建設「納卡拉迴廊」(Nacala Corridor)。除了積極建設納

卡拉迴廊周邊道路、橋梁及整建納卡拉港(Nacala Port)外，安倍在「日莫天然氣煤

炭開發倡議」中，承諾 5 年內協助莫國培養 300 名礦業人員，另外還提供 172 億

日圓貸款建設天然氣火力發電廠。最重要的是，在兩國聯合聲明中，莫國承諾將

協助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190。農業方面，日本、巴西及莫國目前有「熱帶疏林草

原農業開發計畫」(ProSAVANA)的三角合作，提供納卡拉迴廊農業、保健和教育

等廣泛的援助。 

 

(三) 東部非洲 

 

1. 坦尚尼亞及肯亞 

 

1966 年日本政府首次提供東非三國烏干達、肯亞、坦尚尼亞有附帶條件的日

                                                 
188

 JICA 在南非代表性的援助計畫案 http://www.jica.go.jp/southafrica/office/activities/index.html (查

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89

 日本外務省-對安哥拉共和國無償資金援助「港灣整建緊急計畫」之換文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h20/5/1179959_907.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 
190

 2014 年 1 月 12 日日本経済新聞「首相、ＯＤＡ700 億円表明 日モザンビーク首脳会談」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12003_S4A110C1PE8000/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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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貸款，是日本在非洲最早進行經濟援助的國家191。東非三國關係密切，位於東

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圍繞非洲最大湖維多利亞湖(Victoria)。1960 年代日本

的經濟高度發展，向非洲出口紡織及其他消費財。但非洲國家出口少，長期入超，

於是對日本限制進口，而日本為了增加非洲購買日本商品，所以開始提供日圓貸

款192。 

    1982 年由於坦尚尼亞的債務問題嚴重，暫停日圓貸款，直到 2000 年恢復經濟

成長後，才又開始提供日圓貸款。2006 年 10 月坦國總統基奎特(Jakaya Kikwete)

訪日，會談中安倍表示坦國是日本在漠南非洲援助的重點國家之一，日本將持續

援助，基奎特則承諾將出席 2008 年 TICAD IV。會談中，兩國在聯合國改革取得

共識，坦國更表示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193。2008 年 1 月外相高村正

彥訪問坦國，兩國簽訂無償援助協定，坦國再度表示支持安理會改革194。由此可

見，坦國是日本尋求支持安理會改革的重要夥伴國，為了取得坦國在聯合國議題

合作的承諾，2006 年日本對坦國 ODA 原本只有 3,939 萬美元，2007 年卻增加到 7

億 2,166 萬美元，到了 2012 年坦國已成為日本在漠南非洲金額第一高的國家，金

額為 1 億 4,791 萬美元。 

    另外日本也積極和各援助國合作，參與坦國援助。2006 年日本和 UN、IBRD

及其他援助國家與坦國簽訂「共同支援坦尚尼亞策略計畫」(Joint Assistance Strategy 

for Tanzania, JAST)，以增加援助國間的協調，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援助項目方面，

日本主要配合 2010 年坦國的「第二次國家經濟成長暨減貧計畫」 (The 

SecondNational Strategy for Growth and Reduction of Poverty, NSGRP II，或稱

MKUKUTA II)。在改善生活品質和社會福利方面，提供農業生產技術，增加稻米

生產以及水資源供給及管理，日本是坦國「農業部門發展計劃」(Agriculture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主要援助國。2011年坦國發表「坦尚尼亞開發願景 2025」

的第一期 5 年發展計劃，加強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提升競爭力，日本政府也隨

之協助坦國運輸、交通等基礎建設發展。 

肯亞位於東非海空路要衝195，是東部非洲中，個人國民所得最高的國家。2007

年日本和其他援助國制定「對肯亞共同援助策略計畫」(Kenya Joint Assistance 

Strategy, KJAS)，共同參與肯亞的國內發展。日本針對 2008 年肯亞提出的長期發

展策略計劃「Vision 2030」，協助經濟基礎建設，目標在 2030 年前使肯亞成為中所

得國家。日本特別注重蒙巴薩市的發展，已經有 40 年的援助歷史。1973 年提供日

圓借款協助蒙巴薩機場的擴建、建設柴油發電廠。2007 年再度提供日圓借款協助

蒙巴薩港(Mombasa)開發，計畫 2016 年完成該港貨櫃碼頭。2012 年提供日圓借款

                                                 
191

 日本外務省 ODA 白皮書 2004 年版-第 I 部 ODA50 年的成果與歷程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index.ht

m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 
192

 1967年外交青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67/s42-5-3.htm#3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5 日) 
193

 日本外務省-坦尚尼亞共和國基奎特總統訪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nzania/visit/0611_gh.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5 日) 
194日本外務省-外相高村訪問坦尚尼亞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g_komura/tanzania_08/gh.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5 日) 
195

 肯亞的蒙巴薩港(Mombasa)是東非最大的港口，也是烏干達、盧安達和蒲隆地等東非國家貨物

進出口的主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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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蒙巴薩港周邊道路開發案」，建造通往東非各國通往港口的替代道路。肯亞政

府計畫未來要將蒙巴薩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發展為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 

簡稱 SEZ)
196。在能源開發方面，則協助發展地熱發電。另外，也協助農業發展、

人力資源。 

 

2. 衣索比亞、吉布地和索馬利亞 

 

相較於東非三國，位於「非洲之角」的衣索比亞、索馬利亞和吉布地三國則

更具政治和戰略意義。冷戰時期，只要控制了非洲之角就控制了中東運往歐洲的

石油。衣國和日本的交往歷史久遠，除了 1933 年在該國設立領事館，進行貿易，

1960 年當時還是皇太子的明仁夫婦就以皇室身分訪問衣索比亞國王。衣國首都阿

迪斯阿貝巴是非洲的外交中心，非洲聯盟總部、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UNECA)、

世界銀行辦事處及其他國家援助機關辦事處都設在此地。衣國是援助國家的寵兒，

2010 年是美國在漠南非洲援助的第一位，2011 年則是英國在在漠南非洲援助的第

一位，2012 年是日本在非洲 ODA 援助金額第四高的國家(1 億 867 萬美元)。日本

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的內容集中在農業農村開發、基礎建設及教育方面。2006 年

小泉純一郎前往衣索比亞，也是第一位前往非洲聯盟總部的日本首相，小泉的演

說直接提到早日實現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期望，增加非洲代表性，日非必須加強

合作，明顯表達出日本政府要藉由共同的經濟利益，謀取日非間共同的政治利益

的決心197。 

    由於衣索比亞為內陸國，吉布地成了衣國進出口商品的重要過境國，也是吉

國賴以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2005年因為索馬利亞水域和亞丁灣海域的海盜竄起，

政權相對穩定的吉布地，遂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除了援助收入增加，各國的駐

軍費用也成為吉國的重要收入之一。2008 年安理會通過 4 項決議，開啟列強進入

索國海域掃蕩海盜的行動。於是 2009 年日本國會也通過「海盜對策法」，授權自

衛隊採取反海盜措施。由於日本每年約有 2 千艘船隻通過該海域，2009 年首先派

遣 2 艘驅逐艦和 2 架 P-3 反潛巡邏機，保護本國船隻航行安全；2011 年在吉布地

國際機場西北區設置軍事基地與聯絡處；2013 年起以參加聯合國決議成立的第 151

號聯合任務部隊(Combined Task Force 151)，強化合作關係為由，陸續派遣了海上、

空中自衛隊以及自衛隊司令官等，共約 130 名人員駐守，其他還有支援軍隊的

C-130H 和 KC-767 空中運輸機198。兩國的關係也因此熱絡，自 2009 年起日本官員

訪問吉布地的次數增加，2013 年 8 月安倍晉三更特別搭乘專機由科威特前往吉布

地，與吉國總統蓋萊(Ismaïl Omar Guelleh)進行會談，最後前往基地發表演說，激

勵駐守的自衛隊員，吉布地雖是只有 80 萬人口的小國，但受重視的程度不亞於衣

索比亞。 

    索馬利亞方面，由於 1991 年起長期政局不穩定，日本主要透過 UN 及國際組

織提供援助，但 2012 年索國正式成立政府後，2013 年隨即在 TICAD V 安插「索

                                                 
196

 國際合作機構年報 2014 http://www.jica.go.jp/about/report/2014/ku57pq00001nohem-att/19.pdf (查

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8 日) 
197

 外務省-小泉首相於非洲總部的非洲政策演說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koi_050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5 日) 
198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索馬利亞海域吉亞丁灣反海盜措施

http://www.mod.go.jp/js/Activity/Anti-piracy/anti-piracy.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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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亞特別會議」，安倍晉三特別邀請索國總統馬哈茂德(Hassan Sheikh Mohamud)

出席，強調兩國重新建立雙邊援助關係，除了協助基礎重建，將保護人類安全及

打擊海盜列為首要目標199。 

 

3. 蘇丹和南蘇丹 

 

南蘇丹獨立前，蘇丹原是非洲面積最大國家。1956 年脫離英國獨立後，由北方

穆斯林軍政權掌控蘇丹，但南方非洲裔發生不滿，1955 年至 1972 年、1983 年至

2005 年，分別爆發 2 次內戰。由於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蘇丹國內侵害人權情

形嚴重，於是 1992 年日本根據「ODA 大綱」，停止經濟援助。直到 2005 年南北勢

力簽訂「南北全面和平協定」(The Final North/South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後，日本逐漸恢復援助，協助維持和平穩定及建設公共基礎建設，特別是醫

療、水資源和衛生等項目。南方勢力在獲得自治權 6 年後，舉行公投，2011 年獨

立為南蘇丹，蘇丹因此喪失 75%石油儲藏量，2011 年開始日本對蘇丹的援助金額

也受到影響，部分轉為南蘇丹所用。惟目前兩國之間仍存在 Abyei 地區領土劃界

問題。 

 

(四) 西部非洲 

 

1.奈及利亞 

 

奈及利亞是西非少數非法屬殖民地國家，而是由英國統治。1960 年獨立後，

長久由軍人統治，直到 1998 年阿巴查(Sani Abacha)死亡，1999 年才出現首位民選

總統奧巴桑喬(Oluṣẹgun Ọbasanjọ)。1989 年 3 月對於苦於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奈及利

亞，日本決定給予 250 億日圓貸款，堪稱是外國政府提供的融資當中規模最大的200。

1999 年 4 月起奧巴桑喬開始頻繁訪日201，同年 5 月橋本龍太郎也以外交最高顧問

的身分參加奧巴桑喬的就職典禮。1994 年日本因為人道問題而停止經濟援助，也

在這時恢復了經濟援助。日本非常仰賴奈國的石油和天然氣，故相當重視與該國

維持穩定的雙邊關係。石油危機期間，外相木村俊夫(Toshio Kimura)、園田正式訪

問奈國，期間也 3 次派遣經濟訪問團前往。 

奈及利亞可說是西非國家的領頭羊。由於「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總部位在奈國首都阿布賈，1999 年各

會員國簽訂糾紛預防、管理、解決、維持和平及安全等相關議定書後，ECOWAS

在非洲和國際地位重要性上升。2000 年日本開始提供 ECOWAS 運作資金，2001

年森喜朗以首相身分訪問奈及利亞，也和 ECOWAS 議長，當時由馬利總統柯納雷

(Alpha Konaré)擔任，一起舉辦三方會談，2011 年則任命駐奈及利亞大使為常駐

ECOWAS 代表。奈國透過 AU、ECOWAS 積極展開外交；在聯合國事務上，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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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外務省索馬利亞特別會議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3_000196.html (查閱日期：

2014 年 12 月 28 日) 
200

 日本貿易振興會著、高嘉禪譯，世界各國與日本之貿易(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991 年)，

頁 329。 
201

 奧巴桑喬共訪問日本 5 次，其餘 4 次為 2000 年 7 月、2001 年 5 月、2003 年 9 月和 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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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PKO 活動，至今已擔任過 5 次非常任理事國。1990 年代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等鄰

國國內動亂不安，當時奈國擔任了協助西非維持和平的重要角色。 

2001 年小泉純一郎和奧巴桑喬同意成立「日奈特別協力論壇」，加強兩國雙邊

關係，2002年7月至2013年 8月已召開六屆。根據奈國的政府發展策略「Vision 20：

2020」，在 2020 年前要成為世界第 20 大經濟體。但 2005 年起奈國境內非常不穩

定，由於外國企業在尼日三角洲開發石油，長久以來造成當地嚴重的汙染和貧富

不均，導致起當地綁架和勒索贖金等恐怖活動層出不窮，2010 年東北部則出現極

端的伊斯蘭主義恐怖份子「博科聖地」(Boko Harem)。 

 

2.迦納 

 

迦納被稱為是非洲民主國家的模範。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就是迦

納人，和日本的互動非常頻繁，日本爭常的前一年，2004年對迦納ODA高達1.02069

億美元，絕大部分無償贈與及債務免除，同時也是日本對非洲國家中，前所未見

的巨額202。2006 年小泉也特別訪問迦納，2012 年仍舊是日本在漠南非洲 ODA 第

三高的國家。日本對迦納的援助關係，特別注重醫學方面合作，原因是 1927 年野

口英士為了研究黃熱病，曾前往迦納(當時稱為黃金海岸，為英國殖民地)。1928

年野口英世不幸染病身亡，卻在兩國間留下重要的歷史，1969 年迦國以此為由，

提出日本協助醫療發展的要求。野口英世福島出生，於是福島縣立醫學大學在迦

國設立「野口紀念醫學研究所」，開始提供各項醫學協助。2008 年 TICAD IV 期間，

迦納再度提出協助醫學人員培訓的要求，日本也承諾 2010 年起三年間將提供超過

100 位研習人員的名額。此外，1962 年兩國締結經濟合作協定，1963 年日本開始

提供紡織技術訓練，1974 年則提供無償援助，主要為糧食援助，1977 年則派遣

JOCV。 

 

(五) 中部非洲 

    剛果民主共和國，原名薩伊共和國，是石油危機期間，外相木村訪問的漠南

非洲國家之一，1984 年明仁當時也曾以皇太子的身分前往訪問該國。但是 1991 年

發生暴動後，日本停止雙邊援助，主要透過國際機關提供援助。1996 年爆發內戰，

接著 1998 年又與盧安達引發第二次剛果戰爭，直到 2002 年兩國簽訂「普勒托利

亞協議」(Pretoria Accord)，同意停戰後，2003 年日本才開始糧食援助，2004 年則

開始「警察民主化小組」合作案，2006 年 12 月剛果民主共和國實行民主化，2007

年 2 月兩國簽訂經濟合作協定，正式恢復經濟援助。2007 年 8 月 JICA 在剛國設立

駐在員事務所，2012 年 4 月升格為辦事處，2012 年剛果名主共和國已排名日本

ODA 金額在漠南非洲的第六位(詳見表 3-3)。但剛果因為政局長期不穩定，導致

2012 年人類開發指數中，成為指數最低與最貧窮的國家，在 187 國中，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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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發援助(ODA)國別資料冊 2014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4_databook/pdfs/05-00.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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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觀察日本援助體制的發展和國際援助的潮流，可以發現日本 ODA 的精神重視

的是海外經濟的獲利，而後者國際援助體制重視的是解決非洲結構性問題。當日

本對非洲進行援助時，一開始還是難以跳脫經濟獲利的概念，但藉由非洲問題，

外務省的權力卻逐漸勝出，日本對非洲的貧窮援助存在優先性。 

    如同外交青書所記載，1966 年開始提供烏干達、肯亞、坦尚尼亞和奈及利亞

四國日圓借款，主要是基於經濟考量，為了防止這些國家對日本限制進口。當時

財界在海外進行經濟合作，為了獲取更多的商業和經濟利益，1971 年新日本製鐵

會長永野重雄 (Shigeo Nagano)在「對外經濟合作審議會」 (Exter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203中，提議新設「對外開發協力省」，當時首相田中角榮也有

意設置「對外經濟合作大臣」一職，而 1977 年福田赳夫再度提議設置「經濟合作

廳」，但這些構想都被外務省以維護外交一元化為由，遭到強烈反對作罷204。 

    非洲無償贈與的金額低於日圓貸款的情形，到了 1981 年發生逆轉(贈與 13,134

萬美元，日圓借款 8,676 萬美元)，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 2012 年為止都沒有改變(詳

見表 2-4)。這故然和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論」有很大的關係，當時外務省為了

順應 1980 年代國際援助的「非洲熱」，順理成章將無償援助投入到非洲。但從大

藏省和通產業省的觀點，這不過是為了消耗 1980 年代膨大貿易黑字的處方之一，

因為根據 1986 年的前川報告，幫助日本減少出超，必須透過經常帳移轉，而推進

國際合作是選項之一205。 

    從 TICAD I 和 TICAD II 的會議內容不難發現，90 年代會議是由外務省單獨運

作，援助資金也是外務省掌握的無償資金和技術援助，反映出在當時其他省廳和

民間部門的興趣依舊停留在亞洲，都未積極參與非洲的開發。1993 年自民黨聲勢

下滑，「官僚主導」各自為政的色彩依舊濃厚。但是 2001 年日本開始行政改革，

則開始有了不同。為了加強「官邸主導」的決策系統，日本廢除過去在各省廳的

「政務次官」職位，新設「副大臣」2 名和「大臣政務官」3 名，以增加行政監督。

例如 2001 年 4 月田中真紀子(Makiko Tanaka)擔任外務大臣時，頒布一系列行政命

令，凍結外務省職員人事異動，改變過去只有重要行政官僚才能擔任美國大使、

聯合國等國際機關重要代表的慣例206。後來川口順子(Yoriko Kawaguchi)接任外務

大臣，對 ODA 進行改革，廣邀學者、專家和有國際組織相關經驗的人士，成立

ODA 綜合戰略會議，促進國民參與 ODA，讓 ODA 運作更透明，透過集思廣益的

方式，做成各受援國的援助計畫，目的都在提高外務省的運作機能及協調各省廳

合作。 

    1993 年 TICAD I，細川護熙表示提供 700 億美元至 750 億美元 ODA，是歷屆

TICAD首相發布的最高援助金額。然而外務省的ODA預算在1997年達到最高後，

就一直下修，原因是國內嚴重的財政赤字，復因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於是

1999 年提出第六次 ODA 中期政策後，便決定不再擴大 ODA 的量，而改以注重

                                                 
203

 1958 年內閣會議通過設立「對外經濟協力審議會」的決議，由財界、民間學者等組成，是首相

的諮詢機關和對外經濟合作政策的指揮中心，如提議設立 OCTA。 
204

 金熙德，前揭『日本政府開發援助』，頁 116。 
205

 呂理州，日本戰後經濟史(台北：時報文化，1989 年)，頁 120。 
206

 必須由擔任過事務次官(相當於常務次長)的行政官僚才能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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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 實施的有效性(詳見圖 3-2)。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 ODA 預算持續減少，也

未影響到非洲地區得到的 ODA 分配比例，2006 年和 2007 年，獲得的 ODA 支出

比率甚至達到 34.1%和 29.4%，受到排擠的卻是以往日本重視的亞洲地區(詳見圖

3-3)。換言之，日本政府為了追求政治利益，陸續增加投入非洲的 ODA，轉而放

棄可以在亞洲獲得的經濟利益。 

    而從非洲地域來看，東部和南部非洲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區域。其中南非、埃

及和衣索比亞對日本來說，政治意義特別重要。埃及雖然屬於北非和中東地區，

是日本向中東宣示援助政策的重要根據地；而南非則是日本向漠南非洲宣示政策

的重要根據地。日本和這兩個非洲南北大國都簽有「科學技術合作協定」207，透

過科學技術合作，運用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中，交往(engagement)方式，讓

這兩個區域強權都承擔了「三角合作」的任務，滿足埃及和南非作為非洲區域強

權的威望需求，藉此吸納強權，讓這些大國和日本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議題上

樂意達成共識。而衣索比亞則是代表非洲大陸發聲的管道，2006 年小泉純一郎在

AU 總部發表演說，表示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有賴日非加強合作，將衣國視為向

非洲聯盟宣示援助政策和追求政治利益的重要根據地。 

                                                 
207

 2003 年 8 月簽訂「日本南非科學技術技術協定」，2004 年、2006 年、2009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共舉行 5 次「日本南非科學技術合作共同委員會」。2010 年 6 月簽訂「日埃科學技術技術

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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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外務省 2008 年版政府開發援助(ODA)白皮書 圖表 III-4

208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8_hakusho/zuhyou/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0 日) 

 

圖 3- 3  日本根據地域分配的雙邊援助之變化(純支出額) 

 

就 TICAD 的意義來看，TICAD 原本只是日本在聯合國一時的倡議，當初召開

的目的是呼籲各國重視非洲問題，和加強亞非合作關係。TICAD II 將 TICAD 常態

化，但是到了 TICAD III，日本政府邀請 UNDP 和 IBRD 作為共同主辦者之一，不

再強調亞非合作，轉而以「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作為 TICAD 會議的優

先考量，成了唯一代表聯合國的國際援助會議。這項轉變引起了非洲國家的興趣，

所以 TICAD IV 時，AU 取代了 GCA，成為主辦單位之一；TICAD IV 後，日本更

利用輪值 G8 議長國的身分，邀請數名非洲元首與會，將 TICAD IV 會議的討論結

果，放入高峰會的主題中，再度滿足這些非洲國家對於國際威望的需求。 

總而言之，TICAD 將非洲問題與日本的政治利益作串聯，若是以經濟學的觀

點來說，日本政府類似以搭便車(free ride)的方式，將自己的對非洲政策和聯合國

援助系統掛勾，為國際作貢獻，取得外部利益部分，就是本文所指的政治利益。

從歷屆 TICAD 也可看到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變遷情形，帶領變遷的日

本原本是援助體制的追隨著，但逐漸成為建制的領導者。在 OECD-DAC 和 UN 的

會議中，日本的提議都成為會議的結論之一，如受援國的主事權、援助國間的協

調性、「南南協力」和「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等。而就制度領導者來說，其所

建立的國際建制，自身是最大的受惠者，除了享受實質利益，就是國際威望，這

兩者都是日本想從非洲國家身上獲得的。然而，在任何國際建制都有挑戰者，諸

如中國等未能配合建制的新興援助國家，就會阻礙到國際援助建制的穩定，影響

到日本所追求的國家利益。

                                                 
208

 1997年日本在非洲ODA支出比率為 12.1%；1998年為 11.0%；1999年為 9.5%，2000年為 10.1%，

雖然 ODA 預算減少，但就整體支出比率來看，1990 年至 2000 年間對非洲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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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對非洲的貿易及投資 
 

 本章首先說明非洲的經濟現況，其次說明日本海外貿易與投資的發展過程，

為何非洲再度成為日本追求海外經濟利益的目標之一，以冷戰後日本在非洲的貿

易及投資為例。而為了減少基礎建設等投資的成本，吸引日本企業前往投資及避

免可能發生的經濟利益衝突，日本傾向和各經貿夥伴合作。雖然日本追求政治利

益的優先性取代經濟利益，積極配合非洲國家提出的國家建設計劃，但是未曾放

棄「經濟大國」路線以來，所追求的經濟利益。 

 

第一節 非洲的經濟狀況 
 

    非洲國家過去淪為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者掠奪資源和剝削的對象，整個大

陸缺乏建設，電力不足、水資源缺乏，只有為了運輸農礦產，才特別興建鐵路和

港口，而公路等重要聯繫道路相當缺乏。如1885年英國為開採南非慶伯利(Kimberly)

鑽石礦1，建設慶伯利至開普敦的鐵路；為開採黃金海岸(今迦納)金礦，建造鐵路；

為運輸棉花，建設奈及利亞「卡諾—拉哥斯(Kano-Lagos)鐵路」。 

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後，種族衝突和內戰不斷，破壞了原有的基礎設施和運

輸系統，甚至缺乏專業能力和技術維修，多數破舊不堪，因而維持著黑暗的面貌。

簡單的加工工作大部分操之於外人之手，西非掌握於歐洲人手中，東非則是掌握

在歐洲和亞洲人手中。非洲有 70%人口居住在鄉村，其中 90%人口從事農業，但

因為天候、地理因素及生產技術落後等，生產糧食不足，製造業不發達，無法足

夠供給非洲快速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從外國進口，非洲獨立後受到殖民經濟的影

響，仍然靠生產初級產業產品，賺取外匯為主要收入來源，經濟發展極為扭曲。 

 

一、兩大出口型態 

 

(一) 單一經濟作物 

 

    初級產業產品主要有兩大出口型態，其一是栽培單一經濟作物(monoculture)，

尤其咖啡、茶、可可和香料佔了非洲農業生產的一半。各國為了賺取外匯，常將

農地改為種植單一經濟作物區，造成稻米和小麥等主要糧食的生產比例低，而這

些單一經濟作物缺乏營養價值，造成非洲糧食不足和人民飢餓。根據聯合國糧食

和農業組織統計，2014 年衣索比亞、象牙海岸和烏干達是非洲三大咖啡生產國，

占非洲整體咖啡出口 70%，出口的對象主要是德國和沙烏地阿拉伯。象牙海岸、

喀麥隆及迦納則是非洲三大可可生產國，占非洲整體可可出口 95%，出口的對象

主要是美國和荷蘭。馬拉威、辛巴威和尚比亞則是非洲三大菸草生產國，占非洲

整體菸草出口 75%，出口的對象主要是比利時和中國。就區域來說，北非和南非

主要出口蔬菜和水果；西非則是出口咖啡、茶、可可和香料(詳見圖 4-1 和圖 4-2)，

東非次之。 

 

                                                 
1
 慶伯利鑽石礦發現於 1871 年 7 月，是 19 世紀最大的鑽石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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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Africa food and Agriculture, pp. 90 & 92. 

http://www.fao.org/3/a-i3620e.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8 日) 

圖 4- 1 水果及蔬菜的貿易淨額 圖 4- 2 咖啡、茶、可可及香料的貿易淨額 

(二) 能、資源 

 

    另一種出口型態則是能源、資源出口。礦物資源可分為金屬礦與非金屬礦，

開發和出口較早；能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氣、煤和鈾。 

 

1.礦物資源 

 

    就非洲天然資源的分布而言，磷主要分布在北非，摩洛哥是僅次於中國，和

美國生產不相上下的世界第三和非洲第一的磷生產國，占世界生產 14%，其次為

突尼西亞(3%)、埃及(1%)、南非(1%)和阿爾及利亞(1%)
2。 

    就礦物資源種類而言，以南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最為豐富，但後者長年內戰

導致礦物資源開發落後，近年才逐漸有增長的趨勢。南非是世界第一鉑和鉻鐵礦

(chromite)生產國3，各占世界生產 73%和 44%，也是世界第二大釩(Vanadium)、鋯

(Zirconium)、錳(Manganese)、鈦(Titanium)生產國，各占世界生產 35%、28%、18%

和 16%，其他如鐵、鉛、鎳、銻、矽和螢石(氟化物來源)等卑金屬4，都是南非為

主要生產國。 

    鉭鐵礦(Tantalum)是全世界爭奪最激烈的電子原料，主要生產國都在非洲，莫

三比克是世界第一大鉭生產國，占世界生產 34%，其次則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

                                                 
2
 JOGMEC 金属資源情報―鉱物資源マテリアルフロー2013 リン(P) 

http://mric.jogmec.go.jp/public/report/2014-06/31.20140601_P.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6 日) 
3
 鉻和鐵合成後，可成為鐵鉻(ferrochrome)，主要用於製作不鏽鋼等特殊鋼，是發展冶金、國防、

化工等不可缺少的礦產。 
4 卑金屬是指除了金、銀、鉑等貴金屬外的所有金屬，特性為容易氧化與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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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達，各占 12%
5。剛果民主共和國也是世界第一大鈷(Cobalt)

 6生產國，占世界鈷

生產 55%，及非洲第二大銅生產國，占世界生產 4%。但就鈳鉭鐵礦(Coltan)的蘊

藏量而言7，剛果民主共和國占世界整體 80%強，世界第一，也因此成了製造紛爭

的礦物。烏干達、盧安達和蒲隆地等東鄰國家都紛紛盜取剛果東部的鈳鉭鐵礦。 

    尚比亞是非洲銅主要生產國，占世界銅生產的 5%；盧安達是非洲鎢(Tungsten)

主要生產國，占世界生產 2%；辛巴威是非洲鋰主要生產國，占世界鋰生產 1%；

馬達加斯加是非洲石墨(Graphite)主要生產國，但占世界石墨生產 1%以下，近年來

則發現豐富的鎳銅礦，號稱為世界三大鎳礦山之一，目前正在積極開發中；剛果

民主共和國、盧安達和奈及利亞是非洲錫主要生產國，各占世界錫生產 1%。2012

年烏干達地質調查所(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Mines of Uganda, DSGM)

聲稱在該國西南和東南部發現蘊藏量高達 2.6 億噸的鐵礦，未來可能成為非洲主要

的鐵礦生產國8。 

 

表 4- 1 非洲礦物資源主要生產國 

主要生產國 礦物 (占世界生產%，*代表產量世界第一) 

北 摩洛哥 磷(14%)、鉛(%)、鍶(1%)、螢石(1%) 

南 南非 
鉑(73%*)、鉻(44%*)、釩(35%)、鋯(28%)、錳(18%)、鈦(16%，鈦

鐵礦 17%*)、螢石(3%)、矽(2%)、銻(2%)、鐵(2.4%)、鎳(1%) 

南 莫三比克 鉭(34%*)、鋯(3%) 

南 波札那 鑽石(16%) 

南 尚比亞 銅(5%) 

南 辛巴威 鋰(1%) 

東 盧安達 鉭(12%)、鎢(1%)、錫(1%) 

東 烏干達 鉭(12%)、鐵 

東 馬達加斯加 石墨(1%)、鎳 

西 奈及利亞 錫(1%) 

西 獅子山 鈦(12%) 

西 幾內亞 礬土9
(8%) 

中 DR 剛果 鈳鉭鐵礦(80%*)、鈷(55%)、鑽石(19%)、鉭(12%)、銅(4%)、錫(1%) 

(註)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JOGMEC 金属資源情報―鉱物資源マテリアルフロー。 

 

    就鑽石礦而言，2013 年世界第二大和非洲最大的鑽石生產國是剛果民主共和

國，占世界生產 19%，其次為波札那，占 16%；但就鑽石的價值而言，剛果民主

                                                 
5
 JOGMEC 金属資源情報―鉱物資源マテリアルフロー2013 タンタル(Ta) 

6
 鈷(chromium)主要作為手機和筆電用鋰電池的正極材料，其次為製作合金和超合金的黏著劑等，

用途廣泛。 
7
 鈳鉭鐵礦是鉭鐵礦的原礦石，鉭耐熱，熔點高達 3000 度，抗腐蝕性高，用於製作手機、電玩、

數位相機、電腦及家用電器等高科技產品的電容器，體積是過去使用鋁製成電容器的 60 分之 1

大。前四大生產國，只有第二大生產國巴西不在非洲，占 24%。 
8
 JOGMEC ニュース・フラッシュ 2014 年 12 月 17 日 No.14-49 

http://mric.jogmec.go.jp/public/news_flash/14-49.html#27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6 日) 
9
 又稱鋁土礦(Bauxite)，是製作鋁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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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價值較低，只占世界總產值 6%，波札那就占了 21%
10。 

 

2.能源 

     

    非洲石油天然氣資源，主要分布在六個區域，分別是：①北非的利比亞、阿

爾及利亞和埃及等沿地中海國家；②西非的奈及利亞、加彭、剛果共和國及赤道

幾內亞等沿幾內亞灣國家；③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④北非的蘇丹、南蘇丹及查

德等內陸國家；⑤位於莫三比克灣的大油田；⑥從衣索比亞，經過肯亞到坦尚尼

亞，貫穿東部非洲的東非大裂谷(詳見圖 4-3)。 

 

 
參考資料：JOGMEC NEWS Vol.32 資源大陸アフリカの全貌 頁 2-3。 

http://www.jogmec.go.jp/content/300101555.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6 日) 

 

圖 4- 3  非洲能資源分布 

                                                 
10

 De Beers Diamond Insight Report 2014 http://www.debeersgroup.com/en/news/reports.html (查閱日

期：2015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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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油 

 

    非洲的石油供給非常不穩定，原因在於奈及利亞、安哥拉、阿爾及利亞和利

比亞等非洲重要的石油生產國11，國家政局動盪，常影響到非洲石油的供應。例如

利比亞石油蘊藏量非洲第一，但是生產量卻波動劇烈，2010 年生產 148 萬 6,600

桶石油，2011 年爆發反格達費的利比亞內戰，石油生產減少至 48 萬 9,500 桶，而

2012 年全國過渡委員會期間，情勢趨緩，生產增加到 145 萬桶，但 2013 年衝突再

起時，石油生產又減少到 99 萬 3,000 桶，因此 2011 年非洲石油總生產量，隨著減

產 14.3%，2012 年增產 10%，2013 年又減產 6.8%
12。 

      

表 4- 2  2013 年非洲國家石油生產量與蘊藏量 

生產量 國家(單位：1,000 桶/日) 蘊藏量 國家(單位：百萬桶/日) 

第 1 位 奈及利亞(1,753.7) 第 1 位 利比亞(48,363) 

第 2 位 安哥拉(1,701.2) 第 2 位 奈及利亞(37,070) 

第 3 位 阿爾及利亞(1,202.6) 第 3 位 阿爾及利亞(12,200) 

第 4 位 利比亞(993.3) 第 4 位 安哥拉(9,011) 

第 5 位 埃及(529.8) 第 5 位 蘇丹及南蘇丹(5,000) 

第 6 位 剛果(266.7) 第 6 位 埃及(4,400) 

第 7 位 赤道幾內亞(257.1) 第 7 位 加彭(2,000) 

第 8 位 加彭(234.1)   

第 9 位 蘇丹及南蘇丹(232.3)   

 

資料來源：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4, Table 3.1& Table 3.7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202.htm (查閱

日期：2015 年 1 月 20 日) 

 

(2)天然氣 

 

天然氣包括液化石油氣(LPG)與液化天然氣(LNG)。北非五國都有生產天然氣，

2013 年非洲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是阿爾及利亞，蘊藏量第一則是奈及利亞。由於

靠近天然氣生產國，1982 年「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倡議建設穿越西非的天然氣管線，1995 年奈及利亞、貝南、

多哥和迦納四國締結「西非天然氣管線計畫」(West African Gas Pipeline, WAGP)協

議，共同成立 WAPCo 經營天然氣的運輸和提供，由世界銀行資助 5.9 億美元，建

設從奈及利亞拉哥斯延伸到迦納塔柯拉迪(Takoradi)的濱海天然氣管線，全長 678

公里，2008 年竣工13；2014 年世界銀行提供 2.6 億美元協助茅利塔尼亞、馬利和塞

                                                 
11

 這些非洲重要石油生產國亦是 OPEC 成員國。利比亞於 1962 年、阿爾及利亞於 1969 年、奈及

利亞於 1971 年、安哥拉於 2007 年加入，而加彭則是 1975 年加入，但 1995 年退出。 
12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202.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0 日) 
13

 West African Gas Pipeline Company-Key Milestones http://www.wagpco.com/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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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加爾興建天然氣發電廠。 

近年來，莫三比克、坦尚尼亞等東非國家則成為關注的焦點，2012 年義大利

石油公司埃尼(Ente Nazionale Idrocarburi, Eni)宣布在莫三比克外海發現大型油氣

田，天然氣的分布一路延伸至坦尚尼亞北部外海，號稱是全球最大的油氣田。由

於距離亞洲市場近，除了歐美國家，更吸引了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積極獲取權

益，計畫建設 LNG 基地，向世界出口14。 

 

表 4- 3  2013 年非洲國家天然氣生產量與蘊藏量 

生產量 國家(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蘊藏量 國家(單位：十億立方公尺) 

第 1 位 阿爾及利亞(79,647) 第 1 位 奈及利亞(5,111) 

第 2 位 埃及(57,600) 第 2 位 阿爾及利亞(4,504) 

第 3 位 奈及利亞(38,411) 第 3 位 埃及(2,185) 

第 4 位 利比亞(18,463) 第 4 位 加彭(2,000) 

第 5 位 赤道幾內亞(6,290) 第 5 位 利比亞(1,506) 

第 6 位 莫三比克(3,631) 第 6 位 安哥拉(275) 

第 7 位 南非(3,200) 第 7 位 喀麥隆(151) 

第 8 位 突尼西亞(1,879) 第 8 位 剛果(121) 

第 9 位 象牙海岸(1,329)   

第 10 位 安哥拉(925)   

 

資料來源：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Annual Statistical 

Bulletin 2014, Table 3.2& Table 3.9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202.htm (查閱

日期：2015 年 1 月 20 日) 

 

(3)煤炭 

 

    就煤碳而言，南非是世界第七、非洲第一大煤碳生產國，國內 69.7%的能源來

自煤碳，94%的發電來自煤碳。南非不產石油和天然氣，過去實施種族隔離遭到聯

合國經濟制裁時，為了解決國內能源不足的問題，南非石油公司 SASOL 在政府的

支持下，發展出世界首創的煤碳液化技術，又稱 SASOL 法，由煤炭提煉出石油和

天然氣15。莫三比克則是非洲最有潛力的煤炭生產國，2011 年莫國西部太特省(Tete)

發現煤礦，蘊藏量將近 300 億噸，2012 年起陸續生產煤碳，如莫太茲(Moatiza)和

班加(Benga)露天礦山等，多達 12 個開礦工程正在進行中，其中包括高品質且適合

煉鋼的焦煤16。 

 

(4)鈾 

    1971 年尼日開始生產鈾礦，目前是世界第 4 大鈾生產國，2013 年占世界鈾生

                                                 
14

 2013 年 12 月 11 日日經中文網-「東非液化天然氣成為新的爭奪焦點」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ienvironment/7299-20131211.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15

 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607。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16

 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627-633。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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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 7.6%。尼日境內有多處鈾礦山，目前 Arlette‧Arlit 和 Akouta 兩大鈾礦，除

了尼日政府外，法國的亞瑞華(AREVA)能源集團都持有絕大部分權益；日本東京

電力和三菱 Material 等則擁有 Akouta 鈾礦山 25%的股份。2010 年中法韓合作開採

的 Imouraren 鈾礦，號稱是世界第二大鈾礦床17。此外，納米比亞是被看好的新興

產鈾國。 

 

二、歐洲仍為最大貿易夥伴 

 

    非洲主要的出口對象是歐盟和美國，占整體出口 57%，20 世紀以來亞洲和中

國則成為重要的出口對象(詳見表 4-4)。非洲出口初級食品(basic food)也進口初級

食品，但進口額大於出口額，僅有茶、咖啡等製造飲用品的農作物和菸草的出口

額高於進口額，顯示非洲的糧食確實不足，單一經濟作物發達(詳見表 4-5)。1960

年代非洲國家紛紛爭取獨立後，由於歷史、文化及經濟需要的關係，仍然仰賴殖

民母國，以至於在政治和經濟上無法擺脫殖民母國的控制。以 2000 年至 2009 年

非洲區域經組織別的進口來源為例，歐洲國家是非洲的主要進口來源，尤其北非

「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UMA)地區，因為地緣關係，56%進口來自歐盟，而非洲

聯盟特別列出亞洲的中國和日本，可見對中非、日非貿易關係的重視，尤其中國

進口已經超越美國進口，是僅次於歐洲的主要進口國(詳見表 4-4)
18

 。 

 

表 4- 4  2000 年至 2009 年非洲區域經濟組織進口來源平均百分比 

REC 非洲 中國 亞洲 歐洲 日本 美國 ROW* 世界 

CEN-SAD 10 9 7 40 3 7 26 100 

COMESA 13 10 8 34 4 7 25 100 

EAC 15 8 12 21 6 5 34 100 

ECCAS 20 9 7 41 2 9 14 100 

ECOWAS 15 11 9 33 3 7 23 100 

IGAD 12 11 14 20 4 5 34 100 

SADC 14 11 8 33 4 8 24 100 

UMA 5 7 3 56 2 5 22 100 

ROW：Rest of World 

資料來源：Boosting Intra-African Trade, African Union, 2012, pp. 5-6. 

http://ti.au.int/en/content/boosting-intra-african-trade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9 日) 

 

    進口額大於出口額的情形，出現在加工品、機械、運輸設備和化工產品上，

但礦石、金屬和高貴礦石以及燃料的出口額卻十分驚人，顯示非洲的製造業和工

業不發達，但礦業卻十分活躍(詳見表 4-5)。隨著採礦和探勘技術的進步，近年來

非洲各地陸續發現新礦床和石油，若干農業國家也搖身一變為礦物和石油生產國，

雖然非洲仍以農業人口最多，但有減少的趨勢，顯示非洲的經濟結構正在逐漸改

變中(詳見圖 4-4)。 

 

                                                 
17

 JOGMEC 金属資源情報―世界鉱業の趨勢 2014 ニジェール 

http://mric.jogmec.go.jp/public/report/2014-04/niger_14.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1 日) 
18

 Boosting Intra-African Trade, African Union, 2012, p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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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非洲與世界進出口：1995 年至 2006 年平均貿易數字(以美元計) 

 
資料來源：Boosting Intra-African Trade, African Union, 2012, pp. 6. 

 

 

 
資料來源：FAO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Africa food and Agriculture  

http://www.fao.org/3/a-i3620e.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8 日) 

 

圖 4- 4  非洲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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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域經濟組織(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 RECs)錯綜林立 

 

    非洲幅員遼闊，自古以來只有部族，沒有國家的概念，殖民時期遭到殖民國

家任意瓜分，獨立後非洲人民出現濃厚的泛非主義思想，非洲團結組織就是在泛

非思想下誕生的產物。根據「非洲團結組織憲章」，組織的宗旨是「促進非洲國家

的統一與團結」，促進「經濟合作」是其中一個項目。60 年代起，非洲國家陸續建

立了經濟合作組織，但這些經濟組織成立之初不穩定，各國立場不同，容易產生

認識上分歧，於是成員國加入或退出，或組織解散的情況時有。目前活躍的經濟

組織，60 年代成立的有：1962 年的「西非貨幣聯盟」(Union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 

UMOA)，是現在「西非經濟貨幣聯盟」(Union Economiqueet Monétaire Ouest 

Africaine, 簡稱 UEMOA)的前身；1966 年的「中部非洲關稅和經濟聯盟」(Customs 

and Economic Union of Central Africa, UDEAC)，是現在「中部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

(Communauté Economique et Monétaire de l’Afrique Centrale, CEMAC)的前身；1967

年的「東非共同體」(East African Community)
19。 

    70 年代則有 1975 年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1980 代則有 1980 年的「南部非洲發展協調會議」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 SADCC)，是現在「南部非

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的前身；1981 年

的「東部和南部非洲特惠貿易區」(Preferential Trade Area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PTA)，是現在「東南非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的前身；1986 年的「東非政府間抗旱發展組織」，是現在「東非

政府間發展組織(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的前身；另外，

其他如 1982 年的「非洲印度洋委員會」(Indian Ocean Commission, IOC)、1983 年

的「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ECCAS)

和 1989 年的「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Unión del Magreb Á rab, 英文為 Arab Maghreb 

Union, UMA)
20

 。 

    早期經濟組織的成立，多建立在過去歐洲國家的殖民基礎上，如「西非貨幣

聯盟」和「中部非洲關稅和經濟聯盟」的成員國原是法國的領地或殖民地，屬於

法朗區的一部分，獨立後為繼續使用法朗，故成立統一發行貨幣的組織；而「東

非共同體」則是英屬東非的「東非共同事務組織」的複製。然而非洲國家獨立後，

專注於探索各自國內經濟的發展，忽略了國家間的經濟合作，60 年代和 70 年代，

非洲欠缺明確的經濟一體化路線圖21。 

    1991 年「非洲經濟共同體條約」通過後，非洲出現經濟一體化的新進展(詳見

表 4-6、圖 4-5)。除了 2002 年「非洲聯盟」正式取代「非洲團結組織」，各非洲

區域開始彼此合作，推動非洲更大規模和更高層次的經濟一體化。北部非洲部分，

                                                 
19

 1977 年 EAC 一度解散。 
20

 其他成立的經組織尚有：60 年代的西非國家關稅同盟(1959 年)、南部非洲關稅同盟(1959)、非洲

國家咖啡組織(1960 年)、非洲-馬爾加什聯盟(1961 年)和非洲花生理事會(1965 年)等；70 年代則

有薩赫勒地區國家常設抗旱委員會(1973 年)、非洲林業經濟與貿易組織(1975 年)、大湖國家經

濟共同體(1976 年)、非洲葡語五國領袖會議(1976 年)和非洲-阿拉伯領袖會議(1977 年)；80 年代

則有非洲石油生產國協會(1987 年)等。 
21

 舒運國，非洲經濟一體化五十年，西亞非洲，第 1 期(2013)，頁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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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完成區域經濟整合，代表的組織為 1989 年成立的「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22。

東部非洲部分，1996 年「東非政府間抗旱發展組織」改名為「東非政府間發展組

織」(IGAD)，將工作重點從抗旱轉為防止地區衝突和擴大經濟合作；2001 年新東

非共同體(EAC)成立；2001 年起「非洲印度洋委員會」(IOC)實施零關稅。 

    不僅如此，東部非洲和南部非洲是非洲大陸一體化最複雜的區域，「南部非洲

發展協調會議」原本成立目的在抵制南非經濟，1992 年改名為「南部非洲發展共

同體」(SADC)，開始致力於推動南部非洲的經濟一體化，事實上還囊括了模里西

斯、塞席爾、馬達加斯加等東非 3 國和中非的剛果民主共和國。1993 年「東部和

南部非洲特惠貿易區」在烏干達召開第 12 次元首會議，通過成立「東南非共同市

場」(COMESA)，成為非洲第一個也是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跨越的區域更廣，包括

了中、東、南和北部四個區域。2008 年 SADC、COMESA 和 EAC 三大區域組織

在烏干達舉行共同元首會議，發表共同創建東非區域經濟共同體的宣言23。 

    西非部分，「西非貨幣聯盟」的主要機構為 1962 年成立的「西非國家中央銀

行」(BCEAO)，負責發行統一貨幣24，以及 1973 年成立的「西非開發銀行」(BOAD)，

提供各會員國貸款。1994 年「西非貨幣聯盟」改組為「西非經濟貨幣聯盟」(UEMOA)
 

25，將合作領域擴大至人員、物資和資金的流通，並於 2001 年正式啟動關稅同盟，

對內實施零關稅，最終目的為建立「西非共同體」。2012 年日本外務省、財務省和

JICA 聯合邀請「世界關稅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和 UEMOA 會

員國在東京商討 UEMOA 關稅制度，推行「One Stop Border Post, OSBP」系統，促

進 UEMOA 各國的關稅現代化及便利性26。 

    相對於 UEMOA 使用西非法郎，「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的成員國
27，奈及利亞、甘比亞、獅子山、迦納和幾內亞等國則計畫 2015 年建立西非貨幣

區，使用共同貨幣 Eco，並計畫 2020 年和西非法郎合而為一，屆時將會有 3 億人

口使用單一貨幣。2003 年 ECOWAS 為加強吸收國際游資，將「ECOWAS 合作、

補償和發展基金」進行改革，在多哥首都洛梅(Lomé)成立「ECOWAS 投資與發展

銀行」(ECOWAS Bank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EBID)。ECOWAS 不同於

UEMOA，並非只是區域性經濟組織，1999 年各會員國簽訂糾紛預防、管理、解決、

維持和平及安全等相關議定書，除了設立最高會議、調停及安全理事會及事務局

外，還組成 ECOWAS 停戰監視團。此外，也致力於解決毒品、輕型武器、民主制

度及政府治理等問題，已經成為西非最重要的區域組織。過去日本政府透過

UNHCR、UNICEF、WFP 等聯合國機關，對 ECOWAS 進行間接的援助，1999 年

起開始與 ECOWAS 進行交流，2000 年提供 ECOWAS 組織運作資金，如協助象牙

                                                 
22

 馬格里布指阿特拉斯山脈(Atlas Mountains)以北到地中海岸之間的地區，橫跨阿爾及利亞、突尼

西亞和摩洛哥三國，大馬格里布則另外包括茅利塔尼亞和利比亞兩國。 
23

 舒运國，前引文，頁 93-94。 
24

 西非原使用「非洲法國殖民地法郎」(Colonies francaises d’Afrique)，獨立後，發行「非洲金融共

同體法郎」(West African CFA franc)，因為法郎掛勾，俗稱「西非法朗」(FCFA)，1999 年與歐

元掛勾。 
25

 多哥和幾內亞比索後來加入，茅利塔尼亞退出。 
26

 日本財務省報道発表「日税関当局等による政策対話が開催されました」

http://www.mof.go.jp/customs_tariff/trade/international/conference/ka20120329.htm (查閱日期：

2014 年 4 月 21 日) 
27

 1975 年西非 16 國在奈國拉哥斯(Lagos)簽訂「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條約」，決議成立 ECOWAS，

目的在促進西部非洲的區域經濟整合。1976 年維德角加入，2002 年茅利塔尼亞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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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進行調停、賴比瑞亞召開圓桌會議等。2011 年則任命駐奈及利亞大使為首任

常駐 ECOWAS 代表。 

    中部非洲部分，1999 年「中部非洲關稅和經濟聯盟」改名為「中部非洲經濟

與貨幣共同體」(CEMAC)，目前成員國有赤道幾內亞、剛果共和國、加彭、喀麥

隆、查德和中非共和國等 6 國。CEMAC 由「中部非洲經濟聯盟」、「中部非洲貨幣

聯盟」28、「共同體議會」和「共同體法院」等 4 個機構組成。另一個中非區域組

織為 1981 年 CEMAC 在加彭舉行第 17 次元首會議，通過成立的「中部非洲國家

經濟共同體」(ECCAS)。2000 年 6 月 23 日 CEMAC 和 ECCAS 在加彭舉行共同元

首會議，同意協調建立兩組織的綱領和行動，作為推動非洲經濟共同體於中非的

重要支柱，於是 2007 年完成 ECCAS 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29。 

    除了 COMESA 和 SADC 外，1998 年在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倡議下，利比亞

和布吉納法索、馬利、尼日、查德和蘇丹等六國成立「薩赫勒-撒哈拉國家共同體」

(Community of Sahel-Saharan States, CEN-SAD)，目前會員國已增加到 28 國，2000

年實現區域經濟共同體的目標，主要涵蓋範圍在西非、北非和中非共和國以北的

東非國家，是非洲的第二大區域經濟組織。目前跨區域的經濟整合，以北非和西

非整合、北非和東非、東非和南非整合為 3 大路線，但中部非洲國家在跨區域的

經濟整合較弱，是目前建立非洲共同體的主要障礙(詳見圖 4-5、圖 4-6)。 

 

 

 

 

 

 

 

 

 

 

 

 

 

 

 

 

 

 

 

 

 

 

 

 

 

                                                 
28

 1972 年喀麥隆首都雅溫德設立「中部非洲國家銀行」(Banque des Etats de l’Afrique Centrale, 

BEAC)，發行「中非金融合作法朗」，簡稱「中非法郎」(Central African CFA franc)。 
29

 舒运國，同前註，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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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非洲主要區域經濟組織 

區域 組織名稱 創設年/總部 成員國 

北部 
阿拉伯馬格里布

聯盟(UMA) 

1989/摩洛哥

拉巴特

(Rabat)  

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摩洛

哥和茅利塔尼亞 5 國 

南部 

印 度 洋 委 員 會

(IOC) 

1982/ 模 里 西

斯 Ebène 

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塞席爾、葛摩 4 國

和法國的海外屬地留尼旺島(La Réunion) 

南部非洲關稅聯

盟(SACU) 

1969/ 納 米 比

亞首都溫得和

克 

波札那、賴索托、史瓦濟蘭和南非 4 國 

東部 

東非政府間發展

組織(IGAD) 
1996/吉布地 

衣索比亞、吉布地、肯亞、蘇丹、索馬利亞、

烏干達和厄垂利亞 8 國 

東 非 共 同 體

(EAC) 

2001/ 坦 尚 尼

亞阿魯沙 

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蒲隆地和盧安達

5 國 

西部 

西非國家經濟共

同體(ECOWAS) 

1975/ 奈 及 利

亞首都阿布賈 
西非 15 國30

 

西非經濟貨幣聯

盟(UEMOA) 

1994/ 塞 內 加

爾 

貝南、布吉納法索、象牙海岸、馬利、尼日、

塞內加爾、多哥和幾內亞比索 8 國 

中部 

中部非洲國家經

濟共同體

( ECCAS) 

1985/ 加 彭 首

都利伯維爾 

CEMAC 成員國及盧安達、安哥拉、蒲隆地、

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聖多美普林西比，共 11

國 

中部非經濟與貨

幣 共 同 體

(CEMAC) 

1999/ 中 非 首

都班吉 

赤道幾內亞、剛果共和國、加彭、喀麥隆、

查德和中非共和國 6 國。 

跨區

域 

南部非洲發展共

同體(SADC) 

1992/ 波 札 那

首都嘉柏隆里

(Gaborone) 

南部非洲 10 國及模里西斯、塞席爾、馬達

加斯加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共 15 國。 

東南非共同市場

(COMESA) 

1993/ 坦 尚 尼

亞阿魯沙 

埃及、利比亞、烏干達、衣索比亞、厄利垂

亞、葛摩、蘇丹、塞席爾、肯亞、吉布地、

馬達加斯加、模里西斯、盧安達、剛果民主

共和國、蒲隆地、尚比亞、辛巴威、史瓦濟

蘭和馬拉威等 19 國 

薩赫勒-撒哈拉國

家 共 同 體

(CEN-SAD) 

1998/ 利 比 亞

首都的黎波里

(Tripoli) 

西非 16 國(不包括維德角)、利比亞、埃及、

摩洛哥、突尼西亞、蘇丹、厄利垂亞、肯亞、

吉布地、索馬利亞、葛摩、聖多美普林西比、

查德和中非共和國等 28 國 

(註)作者自行整理。 

                                                 
30

 西部非洲國家中，僅茅利塔尼亞未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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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4- 6  非洲 3 大跨區域經濟組織的整合 

 

四、新興服務業投資市場 

 

    殖民時期，列強將非洲視為其工業發展所需原料的供應來源和其製成品的銷

售市場，特意阻撓非洲的加工業和製造業發展，1950 年代起由於課徵進口關稅和

船運業務壟斷的關係，歐洲企業開始在非洲投資設廠，發展當地的配裝業和製造

業31。隨著非洲 GDP 成長，2005 年至 2008 年世界對非洲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顯著的增加(詳見圖 4-7、圖 4-8)。

                                                 
31瞿騰蛟，非洲的經濟發展與對外貿易(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84 年)，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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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非洲 GDP 的變化(單位：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2012 年アフリカの経済・貿易基礎データ

https://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327/africa_business_4.pdf 

 

圖 4- 8  2000 年至 2011 年世界對非洲的直接投資(單位：十億美元)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2014 年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2011 年至 2013 年非洲投資佔世界投資平均 530 億美元，僅佔 3.6%，成長

緩慢，2013 年非洲的 FDI 僅增加 4%，達到 570 億美元，主要投資項目是國外和

區域國家的市場開發，以及基礎建設。2004 年非洲的初級部門的投資(主要指礦業)

佔世界投資 53%，但 2013 年已經大幅縮減到 11%，因為非洲中產階級增加，取而

代之的是服務業的投資增加，如食品、IT、觀光業、金融和零售業，顯示非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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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正在改變(詳見圖 4-9)
32。 

 

 
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p.11.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4_en.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6

日) 

圖 4- 9  非洲生產部門資金比重的改變(%) 

 

    就區域投入的 FDI 來看，北非最多，其次為西非(詳見圖 4-10)。但 2013 年東

部和南部非洲的 FDI 呈現增加的趨勢。南部非洲資金達到 130 億美元，主要流往

南非和莫三比克的基礎建設，特別是莫國的天然氣開發(詳見圖 4-11)。另外，尚比

亞也吸引了 18 億美元的資金。東部非洲資金則達到 62 億美元，主要流往衣索比

亞和肯亞。肯亞成為企業家成立營運中心的寵兒，除了石油和天然氣的探勘，還

有製造業和運輸業；衣索比亞的產業政策主要吸引了亞洲國家的資金，於當地設

立製造廠。北非、中非和西非因為政情不穩和安全問題，FDI 呈現減少的趨勢，分

別減少到 150 億美元、80 億美元和 140 億美元。如奈及利亞因為跨國企業退出石

油產業，FDI 也隨之減少；安哥拉的 FDI 也減少 30 億美元33。 

 

 

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p.37. 

 

圖 4- 10  2007 年至 2013 年世界對非洲各區域的投資金額與比率(單位：10 億美元) 

                                                 
32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p.10. 
33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p. 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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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p.37.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4_en.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6

日)  

圖 4- 11  2012 年至 2013 年非洲前五大投資東道國(單位：10 億美元) 

 

    另外非洲區域內的資金流動也呈現增加的趨勢，2009 年間非洲國家的投資僅

占非洲整體投資的不到 10%，2013 年則上升到 18%。為了促進非洲經濟共同體的

建立，非洲聯盟不斷地呼籲非洲區域經濟組織間增加資金的流通，加深和加快非

洲區域經濟板塊的整合。然而區域組織間的資金往來，主要的投資者來自南非、

肯亞和奈及利亞，集中在製造業和服務業，僅有 3%投資在採礦業。整體而言，非

洲在全球價值鍵(global value chain, GVC)中仍停留在下游產業，生產初級原料出口

到已開發國家34。 

 

第二節  冷戰日本在非洲的貿易與投資 
 

 

    貿易因為地理環境的干擾因素較小，日非間的貿易關係最早開始，如 1950 年

代川商食品出口罐頭、1957 年豐田汽車出口汽車及零件到衣索比亞、1967 年山葉

電機出口各項電機產品；而投資方面，如豐田汽車從 1962 年、1977 年、2013 年

才分別在南非、肯亞和埃及等投資設廠進行汽車的組裝35。 

 

一、日本在非洲的貿易特色 

 

(一) 貿易逆差 

 

                                                 
3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p. XIX. 
35

 非洲開發銀行亞洲代表辦事處，2014 年從事非洲事業日本企業名錄

http://www.afdb-org.jp/file/japan/List_ofJapanese_Enterprises_jpn.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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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貿易量而言，80 年代美日發生貿易摩擦，廣場協議後，日圓急遽升值，影

響到日非貿易，而 1993 年起日本對非出口逐漸減少，進口逐漸增加，然而 90 年

代日非貿易卻減少到只有日本對外貿易的 2%
36。但是到了 2001年出現驚人的改變，

日本由貿易順差變為貿易逆差，對非洲出口額為 5,383 億 5500 萬日圓，進口額為

5,514 億 450 億美元，除了 2009 年、2010 年為順差外，一直保持赤字，顯示日本

某種程度上相當依賴非洲的進口商品 (詳見圖 1-2)。 

 

(二) 進口能資源和出口運輸工具 

 

    就貿易商品類別來看，2013 年日本出口非洲的商品前三位是：汽車運輸工具

(38.6%)、船舶(20.0%)及一般機械(14.7%)等，占了對非貿易的七成；而日本進口的

非洲商品，主要為原油及液態天然氣等礦物性燃料，其次為鉑。日本進口的南非

礦物中，以鉑和鐵礦石最多，其次為錳，鐵鉻居三。(2009 年至 2011 年)
37，南非

的貿易額約佔漠南非洲對日出口的一半，原因就是在此38。 

    就國家別來看，2013 年日本的汽車等運輸工具及一般機械，六成銷往南非、

賴比瑞亞，其他則銷往肯亞和奈及利亞；而金屬及非金屬礦，有四成取自南非；

原油及液態天然氣等礦物性燃料，則主要取自奈及利亞。 

 

 
2014 年度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企業前進非洲的現況調查」資料

http://www.jetro.go.jp/world/gtir/2014/pdf/2014-mea.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8

日) 

圖 4- 12  1994 年至 2013 年日非之間主要進出口商品之變化 

 

                                                 
36

 岡田茂樹，日本と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との貿易・投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http://www.ide.go.jp/Japanese/Publish/Download/Kidou/pdf/2007_03_03_5_okada_j.pdf (查閱日期：

2014 年 5 月 27 日) 
37

 JOMEC http://mric.jogmec.go.jp/public/report/2012-04/SouthAfrica.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38

 2014 年度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企業前進非洲的現況調查」資料

http://www.jetro.go.jp/world/gtir/2014/pdf/2014-mea.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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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運貿易 

 

    日本的三大海運公司，在非洲都擁有事業版圖。日本郵船在非洲東岸的肯亞

蒙巴薩港(Mombasa)和坦尚尼亞的三蘭港(Dar es Salaam)，西非的貝南科多努

(Cotonou)、迦納特馬(Tema)、多哥洛梅(Lomé)、奈及利亞拉哥斯港(Lagos)；南非

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開普敦(Cape Town)、伊莉莎白港(Port Elizabeth)、德班

(Durban)、東倫敦(East London)和理查灣(Richard Bay)以及北非埃及亞歷山大港

(Alexandria)、達米埃塔港(Damietta)、賽伊港(Said)、突尼西亞突尼斯港、和摩洛哥

卡薩布蘭加港(Casablanca)
39；川崎汽船則是在南非約翰尼斯堡、開普敦和德班設有

公司和辦事處40；而商船三井早在 1926 年開設了東非航線，目前則主要在南非、

奈及利亞、迦納和象牙海岸等國設有辦事處。 

 

二、日本在非洲的投資特色 

 

(一) 政府出資開發能資源 

 

    日本的在非洲的資源開發主要透過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

資源機構(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oration, 簡稱 JOGMEG)。2008 年

7月 JOGMEC在波札那落巴策市(Lobatse)設立地質遙感探測中心(Botswana Remote 

Sensing Center)，負責技術移轉和收集探勘資料；2013 年則在波國首都嘉柏隆里設

置辦事處。JOGMEG 在非洲的出資目前有納米比亞海上 Kudu 礦區、莫三比克地

區礦區、迦納外海 Keta 礦區、加彭海上 Nguma 礦區、剛果民主共和國 Nganzi 礦

區和莫三比克外海 Area2 和 Area5 礦區，而這些探勘 JOGMEG 通常出資到最高的

75%
41。 

    2007 年起 JOGMEG 先後和波札那、南非、尚比亞、莫三比克、安哥拉、納米

比亞、馬拉威、坦尚尼亞、賴索托、剛果民主共和國、史瓦濟蘭和馬達加斯加等

SADC12 國締結合作備忘錄。合作的方式是由日本提供技術移轉給締約國，雙方共

同探勘(JV)，並促進日本企業投資締約國的礦物資源探勘及開發，目前已有 300 名

地質專家在各國透過衛星照片分析和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礦物的分布。 

    2014 年 11 月 JOGMEG 和莫三比克礦物資源部計畫開發局(DPD-MIREM)締結

「日莫煤炭產業發展五年計畫備忘錄」。為了降低開發風險，JOGMEC 也會選擇和

國內外的業者共同出資開發，如 2013 年 JOGMEC 和加拿大探勘公司 Gold Canyon 

Resources Inc.締結坦尚尼亞馬薩西(Masasi)地區的共同探勘契約。 

   2013 年 5 月經濟產業省和南非礦物資源部共同在東京召開首次「日非資源部長

會議」(Japan-Africa Ministerial Meeting for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42，會後

發表「日非資源開發促進倡議」，往後每 2 年定期舉辦一次會議。經濟產業大臣茂

                                                 
39

 日本郵船 NYK European Locations http://www.nykeurope.com/corporate/nyk-locations-map.html (查

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0 日) 
40

 川崎汽船株式會社 グループ会社・海外拠点

http://www.kline.co.jp/corporate/group/area/group_africa.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0 日) 
41

 JOGMEG http://www.jogmec.go.jp/oilgas/financial_004.html#003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0 日) 
42 安哥拉、波札那、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加彭、賴索托、馬達加斯加、馬拉威、莫三比克、

納米比亞、尼日、南非、坦尚尼亞、尚比亞和辛巴威等 15 個非洲國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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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敏充提出四大基本方針43，JOGMEC 今後 5 年將提供 20 億美元，讓日本企業在

非洲進行石油、天然氣、煤炭和礦物等資源探勘，和執行開發計畫案時，作為風

險基金之用，另外培育資源開發方面的人才，目標增加 1,000 人44。 

 

(二) 投資非製造業 

 

    1980 年代後日本的對外投資快速成長，然而泡沫經濟破滅後，經濟陷入蕭條，

日本的對外投資也受到影響。1951 年至 2000 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金額為 5.369

兆日圓，非洲僅有 59 億日圓，僅占 0.1%，而 2000 年非洲對外直接投資，以賴比

瑞亞最高，46 億日圓，高於南非的 13 億日圓(詳見圖 4-14、圖 4-15)。2005 年至

2008 年日本的投資跟隨世界的趨勢，持續增加，但 2008 年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

日本和世界都減少了在非洲的投資金。 

     就投資類別來看，2001 年前，製造業的運輸機械佔了 2.6%，礦業投資則占

了 10.5%；非製造業中，運輸業 53.0%，服務業僅有 9.7%
45。到了 2007 年，製造

業中的運輸機械，增加至 15.6%，集中在南非、埃及和摩洛哥，如豐田汽車目前已

先後在南非(1962)、肯亞(1977)和埃及(2012)設置汽車工廠，日產汽車在南非(1963)

和埃及(2005)
46；主要生產巴士和貨車的 ISUZU 汽車則在南非和埃及47。日本企業

在南非的製造業琳瑯滿目，故目前在非洲的日本企業，以南非最多。但 2007 年後，

礦業減少到只佔了 3.6%，非製造業部分則增加到 81.4%，主要投資在金融和保險

業。 

    因此日本過去投資集中在採行權宜船籍的賴比瑞亞，故運輸業占最多，但 2000

後南非成為主要的投資國48。2006 年後模里西斯也成為日本的主要投資國之一49。

尤其金融和保險業的投資都集中在避稅天堂(tax haven)的賴比瑞亞、模里西斯和塞

席爾三國。另外受到北非國家中，埃及雖然投資金額最高，但受政變的影響，日

本的直接投資金額有減少的趨勢。 

                                                 
43

 四大方針分別為：①促進資源投資和基礎建設；②加強資源產業的基礎、培育人才；③重視環

境和安全的永續資源開發；④和地方區域共存。 
44

 經濟產業省新聞稿http://www.meti.go.jp/press/2013/05/20130522002/20130522002.pdf (查閱日期：

2014 年 5 月 27 日) 
45

 外務省「わが国の対アフリカ直接投資実績」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ahara/pdfs/sahara_7.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3 日) 
46

 日産自動車、ナイジェリアで自動車生産を開始

http://www.nissan-global.com/JP/NEWS/2014/_STORY/140425-02-j.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3 日) 
47

 ISUZU 世界展開－拠点－http://www.isuzu.co.jp/company/aboutus/global_01.html#america (查閱日

期：2015 年 5 月 3 日) 
48

 賴比瑞亞 1989 年和 1999 年分別發生 2 次內戰，直到 2003 年才平息。 
49

 2008年至 2012年模里西斯被世界銀行評定為非洲第一，屬於非洲中高所得國家，同時也是 SADC、

CPMESA 和印度洋委員會的會員國，在南部非洲及印度洋地區，和南非同樣具有商業樞紐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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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 1951 年至 2000 年日本對漠南非洲直接投資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ahara/pdfs/sahara_7.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8 日) 

圖 4- 13  日本對世界直接投資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 1951 年至 2000 年日本對漠南非洲直接投資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ahara/pdfs/sahara_7.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0 月

8 日) 

圖 4- 14  1951 年至 2000 年日本對漠南非洲直接投資 

 

表 4- 7  2006 年至 2013 年日本對非洲直接投資金額(單位：百萬日圓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非洲 899 1,101 1,518 △301 △372 464 116 △537 

南非 466 82 648 143 104 459 370 195 

賴比瑞亞 △99 △70 △4 40 136 412 150 △330 

模里西斯 533 1,026 772 △359 △646 △413 △419 △491 

中東 242 958 1138 575 △348 716 447 91 

埃及 21 55 63 40 47 49 60 45 

(註)：作者自行整理(△代表資金回流)。資料來源：2014 年 JETRO 世界貿易投資

報告 http://www.jetro.go.jp/world/gtir/ (查閱日期：2014 年 5 月 27 日) 

 

(三) 投資基礎建設 

 

    經濟產業省的通商白書 2014 年版，針對新興國家的經貿戰略，分為三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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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第一團的中國和 ASEAN，第二團的西南亞、中東、俄羅斯和中南美，和第

三團的非洲50。其中指出非洲大陸雖然未來預測人口將大幅增加，市場也會大規模

成長，但是相形之下，日本企業卻顯得裹足不前。為了促進國內企業前往非洲投

資，以促進基礎建設的計畫案最為重要。 

    國際協力銀行(JBIC)是非洲基礎建設的主要出資者，2008 年在阿爾及利亞投

資的基礎建設，主要為能源設備。東非國家大多利用水力發電，如衣索比亞是80%、

莫三比克是 99.9%靠水力發電的國家，但降雨不足，電力供給常受到影響。近年來，

各國開始重視綠色能源，2013 年世界銀行推出「全球地熱開發計畫」(Global 

Geothermal Development Plan)，表示將提供 5 億美元作為發展地熱發電的貸款。東

非大裂谷蘊含豐富的地熱資源，吸引日本企業前往非洲建設發電廠。例如 2013 年

日本政府承諾提供貸款，協助三井物產建設天然氣火力發電廠，換取開發莫三比

克油氣田的機會。 

 

(四) 促進亞非投資 

 

    TICAD 的宗旨之一為南南合作。TICAD I 後，日本開始舉辦一連串的「亞非

論壇」(Afria-Asia Forum, AAF)。1994 年 12 月日本和印尼、聯合國祕書處、UNDP

及 GCA，共同在萬隆召開「第一屆亞非論壇」(AAF I)，共有 6 個亞洲國家及 37

個非洲國家資深官員參加，會中通過了「亞非合作的萬隆架構」；1997 年則在泰國

曼谷召開「第二屆亞非論壇」(AAF II)，除了通過了「曼谷宣言」，還有發表「給

丹佛 G8 高峰會的留言」；2000 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第三屆亞非論壇」(AAF 

III)，針對農業部門和民生部門，建構產業能力和促進 IT 等進行討論，最後發表「吉

隆坡新千禧年聲明」。2002 年 6 月又將民間企業邀請入亞非論壇之中，召開「亞非

官民共同論壇」(Asia-Africa Joint Forum, AAJF)。 

    TICAD II 則決定定期召開「亞非經濟論壇」(Africa-Asia Business Forum, AABF)，

促進亞非間的投資和貿易。1999 年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第一屆亞非經濟論壇」

(AABF I)，非洲共有 110 家企業，亞洲共有 120 家企業參加，促成了 27 項交易協

議；2001 年在南非德班召開「第二屆亞非經濟論壇」(AABF II)，非洲共有 108 家

企業，亞洲共有 60 家企業參加，促成了 104 項交易協議；2004 年在塞內加爾達卡

召開「第三屆亞非經濟論壇」(AABF III)，非洲共有 120 家企業，亞洲共有 37 家

企業參加，促成了 55 項交易協議；2007 年在坦尚尼亞三蘭港(Dar es Salaam)召開

「第四屆亞非經濟論壇」(AABF IV)，非洲共有 168 家企業，亞洲共有 44 家企業

參加，促成了 118 項交易協議51；2009 年在烏干達坎帕拉召開「第五屆亞非經濟論

壇」(AABF V)，特別的是這次日本還邀請 UNDP、UNOSAA、IBRD 擔任共同主

辦單位，另外，該次會議為了促進非洲觀光產業發展，還邀請 UNIDO 及聯合國世

界觀光組織(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參加，提供技術支

                                                 
50

 第一團特徵是日本製造業集中的區域，日本企業已具有相當規模且形成供給鏈，而當地中產階

級不斷增加，形成有潛力的消費市場；第二團則是日本企業較晚進入的區域，但當地資源豐富，

出現具消費力的中產階級，值得加強經濟合作。詳細請參考：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2014 

http://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14/2014honbun/i3210000.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5

日) 
51

 日本外務省「アフリカ・アジア・ビジネス・フォーラム(AABF)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aabf_gai.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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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TICAD III 的口號之一為「透過經濟成長來消除貧困」，2004 年 11 月 TICAD III

主辦單位和非洲 NEPAD 事務局共同在東京召開「TICAD 亞非貿易投資會議」

(TICAD Asia-Africa Trade and Investment Conference, TICAD-AATIC)，共同簽署

「TICAD-NEPAD 促進亞非貿易投資政策聯合架構」。也因此 TICAD III 後，亞非

間的南南合作，已被促進日本企業投資非洲所取代。 

 

 

第三節  日本在非洲各區域貿易及投資現況 
  

 

一、北部非洲 

 

(一) 埃及 

 

    北非地區中，埃及最早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52。早期，日本是埃及的第二大貿

易夥伴，僅次於英國。戰前日本發展紡織業，主要進口埃及棉和菸草，製成成品

後再出口到埃及53。日本經濟高度成長後，快速發展工業，而埃及仍維持出口棉花

和紡織品，到 1990 年代為止，日本都大幅出超54。2000 年後，日埃貿易量為穩定

增加狀態，日本仍舊維持出超，但幅度減小，主要是因為埃及開始出口天然氣(77.6%)

和石油製品(17.0%)
55。2011 年埃及政變，導致許多外資撤離，2012 年 4 月豐田通

商的豐田汽車及豐田埃及銷售公司合資成立公司，委託埃及 Arab American vehicle 

Co.組裝休旅車，計畫 1 年生產販賣 3,000 台。 

    為對抗國內經濟不景氣，日本企業開始致力於發展海外基礎建設，在非洲最

具代表性的就是蘇伊士運河大橋。56。面對埃及開始輸出天然氣，在中東的經濟地

位升高，為了獲得穩定的能源供給，日本企業近年也來紛紛前往開發石油和天然

氣57。 

 

(二) 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屬於依賴石油、天然氣等碳氫化合物的的經濟結構58。戰後為了進

                                                 
52

 1922 年埃及獨立，獲得日本承認，1936 年在開羅設置公使館，二戰期間一度斷交，1954 年後升

格為大使館。 
53

 1934 年財務省日埃貿易，昭和財政史資料第 6 號，國立公文書館。 
54

 日本外務省-國別援助實績 1991 年至 1998 年埃及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kuni/j_99/g4-08.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55

 駐埃及日本大使館-兩國關係資訊http://www.eg.emb-japan.go.jp/j/egypt_info/basic/egypt_japan.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6 日) 
56

 日本鹿島建設 http://www.kajima.com/prof/overview/160-8.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5 日) 
57

 日本外務省政府開發援助(ODA)國別資料冊-對埃及國別援助計畫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enjyo/pdfs/egypt0806.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12 月

25 日) 
58

 但近年來，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列卡(Abdelaziz Bouteflika)特別重視科技產業的發展，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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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復興，日本開始在中東積極奔走石油，最早投資開發的北非國家就是阿爾及利

亞，也是石油危機期間，日本在非洲主要的石油進口國。1963 年日本五大商社之

一「伊藤忠商事」就在首都阿爾及爾設立辦事處，2007 年 4 月和石川島播磨重工

業(IHI)合作取得 LPG 廠建設案。日揮建設在 1969 年取得煉油廠建設案，2008 年

在阿國設立當地法人「JGC 阿爾及利亞」，承接各項中小型建設案及設備維修，2009

年則取得天然氣處理廠建設案，截至目前為止，參與計畫超過 40 件，價值將近 1

兆日圓。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為全盛期，至該國的日本人數曾高達到 3,234 人，

主要從事石油和天然氣事業，還有基礎建設。阿爾及利亞對日主要出口礦物性燃

料(2012 年 353 億日圓)，進口汽車、輪胎和建築機械等(2012 年 496 億日圓)。 

 

(三) 摩洛哥 

 

    北非國家中，摩洛哥是日本歷年 ODA 金額最高的非洲國家，兩國關係良好，

也因此日本未承認撒拉威。摩洛哥除了是非洲第一大磷生產國，也是非洲主要鉛、

鍶(Strontium)和螢石等生產國。日本除了國內 20%磷來自摩洛哥，也進口該國豐富

的漁業資源，被日本視為是確保資源的重要國家之一。 

 

二、南部非洲 

 

(一) 南非 

 

    19 世紀後期，南非發現鑽石和黃金後，礦業發展，累積不少資本後，於是發

展製造業和金融業，但現在礦業已大幅萎縮。南非是目前非洲地區工業化最高的

國家，2012 年服務業雖然占了 GDP75.7%，但出口商品還是以礦物資源為主。    

1940 年代後期南非實施種族隔離，國際社會紛紛譴責和對南非經濟制裁，日本政

府要求國人對南非貿易自制，但由於日本相當依賴南非的資源，1987 年日本反而

成為南非的貿易夥伴59。 

    日本非常關注南非市場，1994 年南非成立黑人民主政權後，11 月經團連就派

出代表團前往南非，1996 年 11 月、2000 年 2 月和 2007 年 10 月再三度訪問南非。

其中，2001 年第四屆「日本南非協力論壇」，決定定期舉辦兩國的經濟事務對話，

由經團連漠南地區委員會和南非日本經濟合作委員會共同成立「日本南非商業論

壇」。1995 年日本對南非的投資為 55 億日圓，1996 年增加為 250 億日圓，主要是

因為索尼、三菱商事設立合資公司、三菱電機設立子公司、三井物產和日商岩井

等都紛紛合資前進南非開採鉻鐵礦60，其他如 Bridgestone 收購南非 Firestone、豐

田汽車也增加在南非的資本額。 

 

                                                                                                                                               

年和日本簽訂技術合作協定。 
59

 現在南非的對大貿易對手國是中國。 
60

 2003 年至 2004 年中國進口鉻鐵礦之成長率達 20%。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貿資訊-南非當地業者

對鉻鐵礦大量銷往中國感到憂慮 

http://ekm92.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6&pid=195470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 日) 



 

 109 

(二) 安哥拉 

 

    安哥拉為漠南非洲的第三大經濟體，是漠南非洲僅次於奈及利亞的第二大產

油國。安國的礦產豐富，1913 年開始挖掘鑽石後，1930 年、1943 年和 1960 年相

繼開採銅、錳和鐵礦，1970 年後增加金、錫、綠柱石(Beryl)和高嶺石(Kaoline)等

開採，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豐富。過去農業發展繁盛，1969 年開始生產石油，1973

年石油危機後取代咖啡成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成為依賴石油出口的經濟型態。 

    安國的石油探勘活動主要集中在下剛果盆地的深海水域，2002年政權穩定後，

經濟開始高度成長。安哥拉的石油生產由政府的 Sonangol 集團壟斷，三菱商事石

油開發的子公司安哥拉石油公司，取得海上礦區 Block 32 的生產和開發；2013 年

國際石油開發帝石公司取得歐洲石油公司道達爾 (TOTAL)在安哥拉的子公司

Angola Block14B.V.部份股權，間接獲得安哥拉 Block 14 石油區 9.99%開採權。 

2008 年日本國土交通省與安國簽訂的「港灣整建緊急計畫」 (the project for 

Emergency Rehabilitation of Port Facilities at the Port of Lobito and the Port of 

Namibe)，只在整建洛比托(Lobito)和奈米貝(Namibe)兩港。 

 

(三) 莫三比克 

 

    莫三比克之所以近年成為日本關注的援助對象，是因為 2011 年莫三比克西部

太特省(Tete)發現煤礦，2013 年日本新日鐵集團的日鐵住金和日鐵商事取得該省

Revuboe 煤礦場開採權和 33.3%權益，計畫 2016 年開始生產煉焦煤，2019 年達到

年產 500 萬噸的目標61。由於煤礦運輸需要鐵路和港口，各國都紛紛提供鐵路修築

的援助，2011 年日莫則締結「納卡拉迴廊經濟開發計畫」，而該迴廊經過太特省，

並連結納卡拉港(Nacala)，開發後可方便日本企業運輸煤炭(詳見圖 4-15)。 

    2012 年莫三比克灣外海發現大規模的油氣田，2013 年日本三井物產取得莫三

比克國家石油公司(ENH)合作的機會。莫三比克發現天然氣和煤礦後，經濟成長率

高達 8.4%，高居世界第 4 位。 

                                                 
61

 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322-323。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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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OGMEC 資源ライブラリ-広報誌特集：資源大陸アフリカの全貌（石

炭）http://www.jogmec.go.jp/library/recommend_library_10_000004.html (查閱日期：

2015 年 2 月 1 日) 

 

圖 4- 15  莫三比克太特省(Tete)的煤炭開發(僅主要工程) 

 

(四) 波札那 

 

    鑽石是波國經濟成長和收入的主要來源，鑽石生產占其 GDP 的 30%，是政府

歲收 50%的來源，2013 年占波國出口收入的 80%。1967 年波國發現奧拉帕(Orapa)

鑽石礦場後，和南非 De Beers 鑽石公司共同成立 Debswana 鑽石公司，生產鑽石，

1972 年則發現號稱世界最大的鑽石礦朱瓦能(Jwaneng)礦場，波國的經濟快速成長，

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 9%。其次為銅和鎳，礦山主要分布在該國東部。 

    日本進口的波國商品，主要為鑽石。日本政府 1996 年派遣的南部非洲經濟代

表團和 2008 年的促進南部非洲貿易及經濟共同代表團，主要參訪國家之一都有波

札那。2007 年 11 月經濟產業省大臣也特地訪問波國，建立彼此互惠關係和進行稀

土等的資源開發。根據世界銀行 Doing Business Report 2014，波札那的投資環境在

189 國中，排名 56；Fraser Report 2013 就礦業投資環境而言，在 112 國中，排名

24，顯示波國投資環境評價很高62。 

 

三、東部非洲 

 

(一) 坦尚尼亞、肯亞及盧安達 

 

    坦尚尼亞的天然資源豐富，21 世紀後經濟成長率平均超過 7%，人口也增加到

                                                 
62

 世界の鉱業の趨勢 2014 ボツワナ http://mric.jogmec.go.jp/public/report/2014-04/botswana_14.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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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棉花、東洋棉花等紡織公司就前來肯亞和烏

干達等進行棉花交易及設廠63，如今肯亞是日商投資漠南非洲第三多的國家，目前

有 19 家(2010)。肯亞被譽為東非經濟的火車頭。也是日商投資非洲第二多的國家，

目前有 32 家公司(2009)，2012 年英國 Tullow 石油公司首度在肯亞北部發現涂爾卡

納地區發現石油64。 

 

(二) 衣索比亞 

 

衣索比亞水資源豐富，號稱非洲水塔。衣索比亞是漠南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國

家，2004 年至 2012 年經濟成長率皆為二位數，2012 年更是非洲經濟成長率第二

高的國家(10.4%)。衣國主要發展農業和服務業，但工業相對落後，相當依賴中國

的進口商品。咖啡是主要經濟農作物，也是日本主要的進口商品。 

 

(三) 蘇丹和南蘇丹 

 

    南蘇丹 2011 年脫離蘇丹獨立後，石油無法再經過蘇丹從紅海出口，所以日本

豐田集團為南蘇丹興建一條連接到肯亞拉穆(Lamu)港的油管，協助石油運到印度

洋。 

 

四、西部非洲 

 

(一) 奈及利亞 

 

日本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不曾放棄，如在軍政權時期的奈及利亞，日本政府

除了給予高額的日圓貸款外，還加強日奈間的民間經濟交流，如協助日資企業完

成煉油廠。奈及利亞擁有 1.7 億人口，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2013 年超過南非

成為非洲的最大經濟體，但國內貧富差距大。1953 年奈及利亞在尼日河口發現石

油和天然氣，開始致力石油開採，蘊藏量非洲第一，也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

氣生產國。另外也是西非唯一的產煤國。冷戰期間日本就 3 次派遣經濟使節團前

往奈國，進行交流，1999 年恢復經濟援助後，2008 年 9 月外務省長官西村帶領「促

進貿易投資聯合代表團」前往奈及利亞訪問。日本是奈國的石油和天然氣的主要

進口，對奈國長期入超，2013 年進口額 3,454 億日圓，出口額卻只有 623 億日圓。 

 

(二) 迦納 

 

    迦納是農業國，也是非洲第二大可可豆生產國，1964 年日本零食公司樂天

(LOTTE)開始進口迦納咖啡豆，便將自家產品巧克力，取名為「GHANA」。2007

年迦納西部省西海角三點地發現豐富的輕質原油資源，2010 年成為非洲產油國。

2011 年北部省發現巨大鐵礦。世界銀行的 Doing Business 指標指出，迦納是漠南

非洲最佳投資國的第五位。隨著外國的直接投資增加，迦國的經濟活動也隨之熱

                                                 
63

 金沢工業大学国際学研究所，日本外交と国際関係(東京：内外出版株式会社，2009年)，頁 40-41。 
64

 今日新聞 2012 年 3 月 27 日「肯亞發現石油 探勘公司股價水漲船高」

http://www.nownews.com/n/2012/03/27/52887 (查閱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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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2011 年 GDP 成長率高達 11%，2012 年仍維持 7.4%，GDP 成長率居非洲第五

位。由於迦納政治安定，也是西非少數屬於英語系國家，日本企業對投資迦國抱

持高度的興趣。 

 

(三) 塞內加爾 

 

    為西非國家中，政治最穩定的國家，同時也是 UEMOA 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

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簡稱 ECOWAS)
65會員國，日本外務

省認為塞國的位置位於西非的門戶，地理位置重要，視為是開發西非 2.8 億多人口

市場的據點。由於西非國家飲食常使用番茄醬，2014 年 JICA 通過可果美公司

(KAGOME)的申請，由該公司和三井物產共同合作，協助塞國進行番茄栽培技術

改良66。另外，塞國網路和電信發達，1994 年國際電信聯盟將之列為漠南非洲國家

之首。 

 

(四) 賴比瑞亞 

 

    1949 年開放權宜船舶登記以來，賴比瑞亞成為世界第二大權宜船籍67的國家，

占世界 11.6%，以德國最多，占 47.4%，其次為希臘，22.1%；日本則是亞洲第一

多的國家，約占 4%
68，如 1978 年日本的玉井商船(Tamai Steamship)在賴比瑞亞首

都蒙羅比亞(Monrovia)設有子公司 T.S. Cetral Shipping Co., Ltd.。但 80 年代後各國

減少了許多權宜船籍登記，直到 2003 年內戰平息後，賴國為了增加收入，在各國

設有登記辦事處，2007 年 1 月在東京設立 LISCR JAPAN，招攬權宜船籍登記。 

 

五、中部非洲 

 

(一) 剛果民主共和國 

 

    2011 年蘇丹分裂為蘇丹和南蘇丹後，剛果民主共和國成為漠南非洲面積最大

的國家，天然礦產豐富，集中在該國東南部，銅、鈷礦山林立。其中鈳鉭鐵礦、

鈷和銅的蘊藏量，各佔全球 80%、55%、10%。日本的鈷完全仰賴外國進口，一直

是全球最大的鈷進口國，直到 2009 年由中國取代。2012 年中國進口 29,000 噸，

占世界整體 36%；日本則是 16,180 噸，占 20%，就進口國別而言，剛果民主共和

國占了 46%
69。 

                                                 
65

 1975 年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簡稱 ECOWAS)成立，

會員國除了 UEMOA8 成員國外，包括維德角、甘比亞、迦納、幾內亞、賴比瑞亞、奈及利亞

和獅子山等共 15 國。 
66

 セネガルにおけるトマト栽培・加工事業準備調査を開始～国際協力機構(JICA)「協力準備調査

(BOP ビジネス連携促進)」に採択 http://www.kagome.co.jp/company/news/2015/03/002254.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67

 權宜船籍(Flag of Convenience, FOC)是指船舶之掌控與船舶國籍間無真正聯繫，乃是航商為了減

少規費及稅捐等經營成本，將其擁有的船舶向他國登記入籍。 
68

 2012 年 6 月(公財)日本海事センター「諸外国の海運関係施策」

http://www.jpmac.or.jp/information/pdf/241_1.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20 日) 
69

 日本 JOGMEC 金属資源情報―鉱物資源マテリアルフロー2013 コバルト(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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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日本帝石剛果石油公司參加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石油探勘與開發，擁有

32.28%權益，1975 年正式生產石油，1995 年兩國延長合作契約至 2023 年。INPEX

取得英國 SOCO International Plc)在 Nganzi 礦區擁有的 20%權益後，2010 年

JOGMEG 出資 75%給 INPEX 子公司 INPEX West Congo Petroleum, Ltd，從事石油

探勘70。 

 

(二) 加彭 

 

    石油是加彭最主要出口產品。2001 年三菱商事石油開發在加彭成立子公司

MPDC，取得該國Baudroie Marine油田和各50%的石油權利。 2010年8月 JOGMEC

出資 50%，約 206,500 萬日圓，協助三菱商事石油開發的子公司 MPDC 加彭公司

在加彭 Nguma 礦區探勘石油，MPDC 取得加彭 100%開採權71。 

 

第四節 小結 
 

    非洲的經濟型態仍舊維持在出口初級產品，但進口商品的種類卻十分多元，

從初級食品、加工品、機械、運輸設備到化工產品等，琳瑯滿目，顯示非洲對世

界商品的依賴大，尤其是歐盟國家；但就業結構來說，農業人口有逐漸減少而中

產階級增加的情況。在投資方面，國際礦物公司在非洲的資源開採已經逐漸飽和，

取而代之的基礎建設和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尤其東部和南部是外國投資的新寵

兒。 

    早期日本對於投資非洲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僅有海運很早就布局在非洲重要

的港口，以運送商品和資源。TICAD 出現後，外務省提倡亞非間的南南合作，來

減輕日本企業前往非洲發展的風險擔憂，但成效不大，由 90 年代對非洲貿易僅佔

日本對外貿易 2%，投資主要在南非和賴比瑞亞，情形可見一般。2001 年後在經團

連的推動下，日非貿易開始大幅成長，而日本對非洲貿易開始出現逆差的情形。

而 2005 年隨著各國投資非洲的資金大幅成長，日本轉而鼓勵民間投資非洲，不再

重視亞非合作。 

    就進出口商品而言，日本出口非洲的商品主要為汽車運輸工具、船舶及一般

機械；進口的非洲商品，主要為原油及液態天然氣等礦物性燃料，其次為礦物，

其中南非一直是日本對漠南非洲貿易最大的貿易夥伴，佔了一半。日非之間的資

源稟賦完全不同，發展貿易有助於增加社會福利。但 90 年代以前，非洲政治的不

穩定成了主要的障礙因素，因此日本在原本的經濟利益上，要進一步發展，顯得

裹足不前。 

    雖然日本追求政治利益的優先性取代經濟利益，積極配合非洲國家提出的國

                                                                                                                                               

http://mric.jogmec.go.jp/public/report/2014-06/9.20140601_Co.pdf (查閱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 
70

 日本 JOGMEC ニュースリリース-国際石油開発帝石（株）のコンゴ民主共和国陸上における石

油等の探鉱事業への出資について 

http://www.jogmec.go.jp/news/release/release0279.html?recommend=1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6 日) 
71

 關於加彭共和國海上 MPDC Nguma Limited 事業結束

http://www.jogmec.go.jp/news/release/news_11_000003.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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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設計劃，但是未曾放棄「經濟大國」路線以來，所追求的經濟利益。近年來，

例如 JOGMEC 除了在波札那設置地質遙感探測中心和辦事處外，也出資鼓勵日本

礦物資源公司前往非洲開發能源，政府則以日圓貸款方式協助當地國的基礎建設

等為條件，來換取權益。2013 年經濟產業省在東京召開首屆「日非資源部長大會」，

也是日本政府對於非洲經濟利益再追求的象徵。而 TICAD V 期間的「推動官民協

力協調會議」，會中通過「策略性大型企劃案」(Strategic Master Plan)，決定建設經

濟迴廊的地區，都可以見到日本企業投資開發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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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本與各主要非洲援助國之比較 
 

    如第二章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東西冷戰，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援

助國，1960 年代開始南北問題受到重視。伴隨著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第三世界

國家的債務嚴重惡化，1980 年代已開發國家才逐漸減免其債務。2000 年聯合國發

表「千禧年宣言」，國際社會和多邊組織，才真正展開消除非洲貧窮的行動，2005

年改善非洲的援助活動出現成效，尤其是驚人的經濟成長率，許多新興國家也開

始加入援助非洲的行列。於是本章節，根據 OECD-DAC 的定義，將非洲大陸的主

要援助國分為傳統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進行觀察。觀察的傳統援助國包括美國、

英國、法國和德國，主要是這些國家除了援助金額超過日本，日本進行援助的合

作夥伴；而新興援助國雖然不屬於 OECD-DAC，但是援助的金額和規模卻相當大，

主要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和土耳其。最後本章亦列入 G7/G8、OECD 和 EU 等多

邊組織，討論傳統援助國、新興援助國及多邊組織這三種型態的援助主體，採取

的非洲援助政策，並與日本的對非援助政策進行比較。 

 

第一節  傳統援助國 
 

    傳統援助國(traditional donors)主要是指 OECD-DAC 的成員國(OECD DAC 

donors)，這些國家的特色是在援助上必須遵守 OECD 的援助規定和實現聯合國「千

禧年發展目標」(MDGs)；主要有美、日、英、法、德、義和加拿大等七大援助國

(G7) 。本捷探討的傳統援助國，除了日本和美國以外，大多曾經都是非洲的殖民

母國(詳見圖 5-1)。另外，本節也列入新加入 OECD-DAC 的韓國，然而韓國的援助

型態與新興援助國較為類似，值得注意。 

      
資料來源：國立師範大學全人教育百寶箱 圖二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220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圖 5- 1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各國在非洲的殖民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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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美國長久以來在國際援助中獨占鰲頭，但 2006 年以後才真正超越法國，

成為非洲的最大援助國(詳見圖 5-2)；而 2013 年英國首度超越法國，成為歐盟中對

非洲的最大援助國；日本則是傳統援助國中，提供最多非洲援助的亞洲國家，超

越義大利和加拿大(詳見圖 5-3、圖 5-4)。另外，韓國 2009 年 11 月加入 OECD-DAC，

成為第 24 個成員國，也是第二個加入該組織的亞洲國家，在過去曾是受援國，現

在則被視為新興的援助國，正積極地參與國際援助，非洲是援助重點地區，希望

藉此提升國際地位1。 

 
資料來源：OECD Data http://data.oecd.org/oda/distribution-of-net-oda.htm (查閱日期：

2015 年 10 月 3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jisseki.html 

圖 5- 2  1990 年至 2013 年美國、日本、法國和英國在非洲的 ODA 

 

 
資料來源：OECD Data http://data.oecd.org/oda/distribution-of-net-oda.htm (查閱日期：

2015 年 10 月 3 日)  

圖 5- 3  2012 年 G7 援助非洲的 ODA 淨額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韓國加入 DAC 向援助國轉換」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0911/20091106644171.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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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Data http://data.oecd.org/oda/distribution-of-net-oda.htm (查閱日期：

2015 年 10 月 3 日)  

圖 5- 4  2013 年 G7 援助非洲的 ODA 淨額 

 

一、美國 

 

(一) 捍衛民主與人權的援助 

 

早期美國對非洲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對抗共產主義蘇聯的威脅，除了確保取得

非洲的戰略資源，首要工作在推動非洲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故在冷戰期間美國採

取有限交往(limited engagement)或是選擇性的交往(selective engagement)，提供親西

方非洲國家經濟和軍事援助，但也特意迴避曾屬於英法兩國殖民地的非洲國家事

務；1993 年美國宣布退出索馬利亞的「恢復希望行動」，不再接觸(disengagement)

非洲事務，坐視安哥拉、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等地內戰，盧安達、蒲隆地等種族大

屠殺；直到 1997 年柯林頓提出「非洲危機反應計畫」(African Crisis Response 

Initiative, ACRI)
 2，才又再交往(re-engagement)。 

卡特(Jimmy Carter)雖然是第一位訪問漠南非洲的美國總統，但美國對非洲外

政策大都出自於負責非洲事務的官員，美國總統咸少關切，直到 20 年後，才有了

第二位訪問漠南非洲的總統出現。執掌非洲事務的分工方式和日本外務省非常相

似，北非 5 國由國務院的近東及南亞司執掌(Bureau of Near Eastern and South Asia 

Affairs)，漠南非洲則是由非洲司(Bureau of African Affairs)負責3。執行機構則是

1961 年成立的國際開發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主要負責雙

邊援助，在世界有 97 個辦事處。 

2000 年柯林(Bill Clinton)頓簽署了「非洲成長暨機會法」(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GOA)，對符合條件的非洲國家，提供優惠性關稅，促進非洲對美國

出口。而為了打開非洲市場和促進非洲民主化，1998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柯林頓便

訪問了迦納、烏干達、盧安達、南非、波札那和塞內加爾等 6 國，是有史以來訪

                                                 
2
 ACRI 目的為提供非洲國家維持和平部隊的訓練，當非洲國家發生內戰或衝突時，能有立即應變

的動員。 
3
 嚴震生，美國對非洲外交政策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6 期(2002 年)，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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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非洲國家最多，也是時間最長的美國總統。 

九一一事件後小布希(George W. Bush)視貧窮為恐怖分子孳生的來源，全面提

升美非關係，設立「千禧挑戰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為

期三年，每年提供 50 億美元給符合民主條件的非洲國家改善貧窮；提供 150 億美

元，在非洲各地蓋診所、發放醫藥等物資，推動「抗愛滋病 5 年計畫」；提供 12

億美元防治瘧疾4。2003 年訪問塞內加爾，南非、波札那、烏干達及奈及利亞，其

中在塞國會晤西非 7 國元首；2008 年則訪問貝南、坦尚尼亞、盧安達、迦納和賴

比瑞亞等國。 

    前國務卿希拉蕊(Hilary Clinton)指出，歐巴馬(Barack Obama)非洲政策建構在

四大基礎上：促進商機與開發；加速經濟成長、貿易往來與投資；促進和平與安

全；同時強化民主體制5。但歐巴馬上任初期忙於中東戰事和全球金融風暴，連任

後，發表 2015 年前對外援助將增加至 500 美元，雖然訪問埃及和迦納，但無具體

的非洲政策，令非洲國家對這位「非洲之子」的總統感到失望。2013 年歐巴馬訪

問塞內加爾、南非和坦尚尼亞 3 國時，在南非開普敦發表了「電力非洲計畫」(Power 

Africa Initiative)，將提供 70 億美元協助非洲地熱發電，在 2018 年前讓衣索比亞、

迦納、肯亞、賴比瑞亞、奈及利亞和坦尚尼亞等 6 國的電力普及率增加 2 倍以上。

此外，歐巴馬在行程最後訪問坦尚尼亞時，和在非洲從事慈善活動的小布希不期

而遇，刻意營造重視非洲的氣氛。 

就援助國家而言，英語系國家是美國援助的重點。其中賴比瑞亞是 1820 年代

由美國解放黑奴所建立的國家，在冷戰時期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1978 年卡特除

了訪問奈及利亞，就是賴比瑞亞，2008 年小布希特地訪問賴國總統希爾利夫(Ellen 

Sirleaf Johnson)，而希爾利夫也是非洲第一位的民選女總統。 

 

(二) 對話機制 

 

相對於其他援助國，美非之間的元首高峰會相當晚才成立，2014 年 8 月於華

府召開首屆「美非元首高峰會」(United States-Africa Leaders Summit)，在此之前則

是每年定期召開的非洲成長與機會法案(AGOA)論壇，也就 1999 年 3 月柯林頓政

府首度召開的美非部長級會議(U.S.-Africa Ministerial)。2009 年中國超越美國，成

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面對中國在非洲佈局及日益擴大的影響力，促使歐巴馬

在訪問南非期間，透露要舉辦元首級高峰會的意願。「美非元首高峰會」的特色是

美國仍然強調非洲國家民主政治的重要，例如埃及、辛巴威、蘇丹、馬達加斯加

和幾內亞比索就被排除在邀請外，僅 47 國參加。 

 

(三) 貿易關係 

 

美國一貫的作法是以貿易代替援助，來協助非洲發展。例如 2011 年第 10 屆

在尚比亞舉行的 AGOA 論壇，提出「擴大非洲競爭力和貿易倡議」(ACTE)，4 年

間提供 2,000 萬美元，協助非洲各國提高出口競爭力和生產附加價值高的產品。

                                                 
4
 2006 年 6 月 10 日大紀元「布希批准增援 4 個非洲國家對抗瘧疾」

http://www.epochtimes.com/b5/6/6/10/n1346252.htm (檢閱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 
5
 希拉蕊‧羅登‧柯林頓著、楊明暐等譯，抉擇(台北：城邦文化，2014 年)，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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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12 屆 AGOA 論壇，則把重點放在能夠促進貿易的基礎建設6。「美非元

首高峰會」則公布將提供 140 億美元投資非洲，加深美非經貿關係和援助基礎建

設。目前符合 AGOA 的非洲 40 國中，奈及利亞、安哥拉和南非是美國在非洲的三

大進口國，從奈、安兩國進口的商品，石油佔了 94%，其次進口加彭、查德和剛

果民主共和國的石油；南非則是鉑、鈀和鑽石等礦物及汽車、汽車零件佔多數。

而美國主要出口紡織和衣服。 

 

二、法國 

 

(一) 鞏固非洲法語系勢力，提倡合作夥伴關係  

 

    2006 年以前，法國對非洲的援助額幾乎都維持在世界第一，1994 年甚至達到

57.14 億美元。法國和非洲的關係，勝過其他援助國與非洲的關係，因為非洲是前

法國殖民地最集中的地區7，法語是非洲僅次於阿拉伯語和英語的第三語言。 

    在非洲的獨立浪潮中，1958 年戴高樂政府接連承認突尼西亞、摩洛哥和阿爾

及利亞獨立，主張以合作取代殖民政策，提倡建立「法蘭西共同體」，設立西非和

中非法朗區，並透過援助非洲來維持自身影響力，之後法國又接連創立「法語國

家組織」(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OIF)
8和「法非高峰會」

(Conférence des Chefs d' Etats d' Afrique et de France, Franco-African Summit)。 

    但是 1995 年法國總統席拉克(Jacques Chirac)提出「法國新非洲政策」後，將

法非關係重新定位為「新型合作夥伴關係」，1997 年席哈克訪問馬利時，將法非關

係比喻為「兄弟關係」，而非「父子關係」，說明了法國力圖將法非關係由「依附

關係」轉變為「合作夥伴關係」9。另外，「法國新非洲政策」主張以增加投資和拓

展市場取代援助後，援助額就不斷下降，直到 2002 年才再度上升。原因在於 911

事件後，OECD-DAC 各國，尤其美國的援助快速增加，自然影響了法國。2002 年

席拉克宣布五年內增加 50%的 ODA，3 月在墨西哥蒙特雷大會上承諾，至少將一

半新的 ODA 用於非洲，11 月法非高峰會議正式宣布將增加 50%的援助給發展中

國家，其中漠南非洲的援助占總額 44%，加上北非，非洲占了將近 60%。2002 年

對非援助為 42.13 億美元，2006 年對非洲援助達到 58.11 億美元，這也是美法在非

洲援助競爭最激烈的時期。但 2008 年法國的經濟受到世界金融風暴影響，對非援

助減少到只有 31.40 億美元，2009 年後援助金額都保持在 40 億美元左右。 

    另外，法國在非洲有一項特別的援助，就是軍事援助。過去法國一直將非洲

視為後院，1960 年代開始，除了提供武器支持親法政權，與許多非洲國家簽有軍

事合作協定，派駐法國軍隊，截至 1994 年底，進行過 10 次軍事干涉。1997 年柯

林頓提出的 ACRI 時，法國甚至認為侵犯其傳統勢力範圍。 

                                                 
6
 JETRO 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 http://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243/africa_strategy.pdf (檢

閱日期：2015 年 3 月 7 日) 
7
 法國在非洲原有 21 個殖民地，占非洲總面積 37%，相當於 19 個法國本土。 

8
 OIF 來自於「法蘭西共同體」的構想，1972 年在巴黎成立，1986 年密特朗召開首屆「法語國家

高峰會議」，每兩年召開 1 次，目前已進行 15 次。組織和會議的目的在加強法語國家間的交流

與合作，以維護法國在法語世界的中心地位。 
9
 李安山，淺析法國對非洲援助的歷史與現狀-兼談對中援助非洲工作的幾點思考，西亞非洲，第

11 期(2009 年)，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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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對於法國具有重要的外交意義，是法國維護其世界性大國地位的重要舞

台 10，維持非洲親法勢力更是重要，在過去非洲常被稱為「法蘭西非洲」

(Françafrique)，可見法國和非洲之間的深厚關係。就援助國別而言，摩洛哥和阿爾

及利亞是法國最早的殖民地，北非和西非一直以來是法國的勢力範圍，尤其阿爾

及利亞在過去被視為是法國本土南部的屏障，也是法國控制整個法屬非洲的基地。

北非雖然是法國的援助重點，但席拉克提出「法國新非洲政策」後表示，除了法

語非洲國家，更要向南部非洲擴大合作關係。1998 年國際合作與發展部際委員會

(CICID)
11確定了「優先援助地區」(La Zone de Solidarité Prioritaire, ZSP)，除了原

本 37 個陣營國家外，主要增加非洲中部和南部的英語國家12。 

    法國援助體制的特色是，沒有援助相關的基本法，也沒有專屬的決策機構，

而是由首相主持的跨部會性「國際合作與發展部際委員會」(CICID)來協調決策。

法國開發署(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AFD) 是援助執行機構也是開發銀

行，由外交部、經濟產業雇用部和移民部共同管轄，目前在非洲有 29 個辦事處。 

 

(二) 雙軌對話機制 

 

    「法非高峰會」則是由龐畢度(George Pompidou)倡議，1973 年 11 月在巴黎召

開首屆會議，目的在加強與前殖民地國家的關係，並輪流在法非國家間召開。法

非高峰會，最初僅限於非洲法語國家，由於美國的勢力向非洲擴張，「法國新非洲

政策」提出後，1996 年起將高峰會擴大到所有非洲國家。 

    法國除了和美國爭奪非洲最大援助國的地位，面對的另一個的競爭對手則是

中國。法國是歐盟中援助非洲的第一大國，自然借重歐盟的力量，加強歐非大陸

各項關係。2007年薩科奇(Nicholas Sarkozy)在歐盟高峰會提議建立一個涵蓋南歐、

北非和部分中東國家的聯盟，歐盟通過決議，2008 年 7 月在巴黎召開「地中海聯

盟」(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高峰會，每兩年召開 1 次。2010 年法國在地中海

聯盟發表「地中海太陽能計畫」(Mediterranean Solar Plan, MSP)，計畫在地中海建

立高壓電纜(Transgreen Project)，將北非地區的太陽能，傳送到法國、義大利和希

臘等國使用。2009 年法國國際合作與發展部際委員會更決議非洲和地中海地區是

援助的重點，並將 16 個非洲國家納入援助重點貧困國。 

 

(三) 經貿關係 

 

    法國許多重要戰略物資從非洲進口，100%的鈾和鈷、72%的錳、80%的礬土、

52%的鉻、35%的鐵、25%的鉛、20%的銅等礦物資源都從非洲進口；其他石油和

天然氣等能源也由非洲進口13。 

    北非不只是法國投資和援助的重點地區，尤其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是法國在非

洲投資最多的國家，占非洲投資總額 40%；其次為前非洲法朗區，及近年來才開

                                                 
10

 曹德明，從歷史文化的視角看法國與非洲的特殊關係，國際觀察，第 1 期(2010 年)，頁 30。 
11

 「國際合作與發展部際委員會」置於總理下，包括經濟財政就業部和外交部等 12 個部委參加，

共同確定法國開發援助政策的內容和國際合作的方針 
12

 李安山，前引文，頁 14-15。 
13

 李安山，淺析法國對非洲援助的歷史與現狀-兼談對中援助非洲工作的幾點思考，西亞非洲，第

11 期(2009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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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援助的東南部非洲14。 

     

三、德國 

 

    德國和日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國際政治受到許多約束，但彼

此的經濟能力卻是名列前茅，在過去中國是德日主要的援助對象。目前德國的對

外援助政策，主要是依據「2015 年行動計畫」(Programme of Action 2015)，這份計

畫延續施諾德(Gerhard Schroeder)政府 2001 年 4 月通過的援助政策，主張對外援助

為是外交政策的一環，援助開發關係到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歐洲的和平與繁榮，主

要目的在減少貧窮和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2005 年為配合「巴

黎宣言」，德國政府再度通過「實現巴黎宣言的行動計畫」，以提高援助效率。為

此，德國聯邦經濟合作暨發展部，加強與其他援助國分工合作、集中援助的對象

和內容，主要是善治、持續的經濟成長和水資源問題項目。以及制定適合發展中

國家發展情況的援助體制等15。  

    德國的援助決策機構是 1962 年成立的德國聯邦經濟合作暨開發部

(Bundesministerium fr wirtscha 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BMZ)。2011

年德國將技術合作公司(GTZ)、德國開發服務公司(DED)、國際再教育發展公司

(InWEnt)
16 等三個機關統合為「國際合作公司」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總部位於波昂和埃施博恩(Eschborn)是目前

德國負責技術援助的主要執行機關，在世界超過 130 國設立辦事處，和日本的 JICA

非常相似，復興金融公庫(KfW)則是負責提供優惠貸款。 

 

四、英國 

 

    英國是目前唯一對外援助達到 GNI0.7%標準的國家。1997 年成立國際開發部

(Development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是英國外援援助的

決策機關，也是執行機構。主要工作在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

目前在全世界 28 國都設有海外辦事處，非洲有 18 國17。1998 年後 DFID 只提供無

償和技術援助；政府貸款部分由英國聯邦開發公司(CDC Group)負責。2002 年和

2006 年通過國際開發法(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Act)和國際開發報告及公開

透明法(The 2006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porting and Transparency Act)。 

    從圖 5-2，可以發現英國對非洲的 ODA 在 2006 年有史以來最高，但 2007 年

驟降後，才又開始持續增加。根據英國國際開發部的統計，2013 年英國給予非洲

地區的 ODA，無論雙邊和多邊，都是最高的，雙邊援助占 54.1%，25.09 億英鎊；

                                                 
14

 曹德明，從歷史文化的視角看法國與非洲的特殊關係，國際觀察，第 1 期(2010 年)，頁 32。 
15

 日本参議院-国際関係-ODA 調査「ドイツ連邦共和国における調査」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kokusai_kankei/oda_chousa/h20/pdf/3-2.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21 日) 
16

 DED 類似日本的青年海外協力隊，是海外志工等人力派遣機關。InWEnt 則是提供人力資源開發

和實習的機構。 
17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about (查閱

日期：2015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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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援助則占 48.1%，7.36 億英鎊18。而衣索比亞是英國非洲雙邊援助的第一大國，

3.29 億英鎊19，其次為奈及利亞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其他主要受援國為肯亞、坦尚

尼亞、南蘇丹、馬拉威、索馬利亞、迦納、盧安達和辛巴威等，而這些國家大多

是英國過去在非洲的殖民地。DFID 將 ODA 集中在衣、奈、剛三國，是因為這三

國的人口眾多，最能有效在 2015 年實現「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如提供糧食、

消除貧窮、促進教育普及和防治瘧疾等非洲問題。 

    2015 年 1 月英國 DFID 秘書長 Justine Greening 在英國開發研究機構談論到英

國對外援助的現況和未來政策方向，首先她指出過去 DFID 的問題維和其他部門欠

缺協調合作，今後 DFID 應加強和 Foreign Office、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Skills (BIS)、UK Trade & Investment (UKT)、Ministry of Defense 和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等機關的合作關係，還提出 DFID 未來三項優先政策目標是促進經濟

發展、提升婦女地位和提升緊急應變能力。 

 

五、韓國 

 

(一) 對話機制 

 

    韓國雖然在 1996 年加入 OECD，但遲至 2009 年 11 月才加入 OECD-DAC。其

實早在 1982 年全斗煥就曾前往奈及利亞、加彭、塞內加爾和肯亞等國進行訪問，

但韓國真正開始非洲外交則是從盧武鉉時期開始。2006 年南韓外長潘基文宣布角

逐聯合國秘書長，盧武鉉就在外長潘基文的隨同下，前往埃及、奈及利亞和阿爾

及利亞三國訪問，除了進行能源和經濟合作，最重要的就是尋求埃及總統穆巴拉

克支持潘基文。此外盧武鉉時期的政策訴求是作為東北亞的平衡手，實現南韓的

大國地位，積極和中國建構合作夥伴關係，制衡日本。2008 年和 UNDP、UNICEF

等聯合國機關合作，締結「韓國 UNDP MDG 信託基金協議」、2011 年承辦

OECD-DAC 高階論壇(HLF-4：High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等。2009 年

12 月制定國際合作基本法，其中外交通商部管轄的 KOICA 負責無償援助和技術合

作；計畫財政部管轄的「經濟開發合作基金」(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und, EDCF)則是負責有償援助。 

    非洲援助方面，2006 年盧武鉉訪問非洲歸國後，外交通商部就提出「韓國非

洲開發倡議」，為了促進各機關首長和非洲進行交流，決定每 3 年召開一次「韓非

論壇」(KAF)、；企劃財政部則計畫每 2 年召開一次「韓非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

知識經濟部則是召開「韓非產業合作論壇」。2012 年起，南韓決定將三項會議統一

於 10 月 15 日至 18 日的「韓非合作週」舉辦，其中外交通商部和非盟共同主辦「韓

非論壇」，會中通過「首爾宣言」，韓國決定在非盟總部設立訓練中心，以加強韓

非之間合作關係。「韓非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則是發表「2012 韓非部長級經濟合

作共同宣言」，決定 2 年內提供 5.9 億美元來促進援助開發，包括基礎建設、資通

訊、人力開發、農村開發、綠經濟成長和共同經濟發展等 6 大方向，共 37 項援助

計畫。「韓非產業合作論壇」則是為韓國企業與非洲國家及國營企業提供對話平台，

                                                 
18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4, pp. 

22-25. 
19

 2013 年英國三大受援國分別是巴基斯坦(3.38 億英鎊)、衣索比亞(3.29 億英鎊)和孟加拉(2.72 億

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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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韓國整廠設備的輸出。 

    韓國對非洲的援助有逐漸增加的趨勢，2011 年除了積極擔任 OECD-DAC 第四

屆援助成效高層論壇(Fourth High 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簡稱 HLF-4)的

主辦國，對非洲的援助已占韓國 ODA 金額 17.6%，韓國政府更計畫 2015 年對非

ODA 達到 20%。就援助國而言，韓國有 8 大援助重點國：迦納、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衣索比亞、莫三比克、喀麥隆、盧安達和烏干達。 

    

(二) 經貿關係 

 

    2001 年韓非貿易額僅有 46 億美元，2011 年成長到 200 億美元，尤其出口非

洲的金額成長了 4 倍。出口非洲主要商品有船舶及海洋機械相關的零件、汽車、

石油製品和合成樹脂等。最大出口對象是賴比瑞亞，占整體非洲出口 51.3%，反映

出韓國造船的興起，其次則是奈及利亞、南非、中非共和國和迦納等國。進口商

品主要為天然氣、煤、銅製品及鐵礦等各類金屬礦，最大進口來源則是南非，占

整體對非洲進口 55.4%，其次則是奈及利亞、赤道幾內亞和尚比亞等20。 

    就投資而言，韓國以獲取礦物資源為目標，前進非洲，以礦業投資最多，占

58.9%，其次為製造業、旅館、餐飲業及批發、零售業。馬達加斯加是最大的投資

國，由於韓國是世界第四大鎳需求國21，一年鎳用量高達 12 噸，幾乎仰賴進口，

為了提升國內鋼鐵業競爭力，2007 年韓國國營企業 Korea Resources(Kores)和日本

住友商事、加拿大礦業公司 Sherritt International 合作，共同取得在馬達加斯加世界

最大規模的鎳礦山開發案(Ambatovy Project)
22。此外，利比亞、奈及利亞、阿爾及

利亞、埃及及南非也是主要的投資國。目前韓國是埃及投資金額最高的亞洲國家23，

現代汽車的市占率最大，36%，日本卻只有 5%
24。 

 

 

第二節  新興援助國 
 

    相對於傳統援助國，OECD-DAC 將其他出現於非洲大陸的非傳統援助國

(non-traditional donors)，視為新興援助國(emerging donors)。由於不屬於 OECD-DAC

的成員國(non-DAC donors)，無須遵照國際援助標準，也無須和他國協調，援外政

策自成一格，甚至在過去曾經是受援助國，如中國、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這

些國家未參加「巴黎援助有效框架協議」(Paris framework of aid effectiveness)，也

無須向 OECD 報告每年的援助情形，但根據 OECD 的估計，這些新興援助國每年

提供的援助資源達到 300 億美元，大概是傳統援助國的 1/4，不容小覷25。 

                                                 
20

 JETRO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 http://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243/africa_strategy.pdf (檢

閱日期：2015 年 3 月 7 日) 
21

 鎳為煉鋼鐵、製作電池和半導體不可或缺的材料。 
22

 2013 年 2 月 15 日東洋経済日報「マダガスカルニッケル鉱山・海外資源開発に成功」 

http://www.toyo-keizai.co.jp/news/general/2013/post_5192.php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5 日) 
23

 根據 The Central Bank of Egypt，2013 年第 4 季埃及的外國投資，全世界英國最高，130,710 萬美

元；亞洲地區則是韓國最高，2,430 萬美元，日本 1,380 萬美元，中國僅 220 萬美元。 
24

 2012 年 4 月 9 日日本經濟新聞「トヨタ、エジプトで委託生産開始」(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18 日) 
25

 Leni Wild et al., Eds., op. cit.,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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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援助國的特色是傾向提供個案的援助，欠缺協調性、和有計畫性的援助，

容易破壞了日本在非洲提倡的援助協調性和有效性，尤其中國就是其一。新興援

助國的援助方式和日本很像，通常為「貿易、投資和援助」三位一體的方式，偏

重基礎建設、生產性部門等硬體層次(“hardware’ of development)的援助，而加強區

域內的能源合作也是這些國家關注的利益之一。另外，和傳統援助國最大不同的

是，新興援助國援助非洲主要還是關注在非洲的經濟獲利，雖然存有和日本相同

的心態，希望藉此提升國際地位，但因為無須承擔大國責任，往往忽視了非洲民

主政治、人道價值和減輕貧窮等問題26。 

 

一、中國 

 

(一) 先政後經的追求 

 

中國和過去的日本一樣，同時具備援助國以及被援助國角色，但是援助非洲

的首要動機為攫取政治利益，和日本相反。中共政權成立後，為了取得聯合國的

中國代表權，很早就開始了和非洲的政治意義交往，90 年代後才著重取得經濟利

益。1955 年萬隆會議後，中國不斷向非洲國家強調「兄弟情誼」，主張取代中華民

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成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要為第三世界發聲和伸張正義。

從周恩來開始，中共領導人就積極地走訪非洲各國27，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屆

聯合國大會，在非洲國家的協助下，取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然而 1976 年至 1982

年間，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卻顯著減少，主要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和中美關係改

善，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路線」，將重點轉為發展國內經濟。但是 90 年代中國

經濟成長後，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中國受到世界各國的經濟制裁，為了擺脫孤立

的困境和維持中國的發展，非洲對中國的經濟意義再度上升，被中國視為是廣大

的市場以及取得自然資源和能源的入口28。 

 

(二) 安哥拉模式 

 

中國的 ODA 有所謂的「安哥拉模式」之稱。2004 年安哥拉向 IMF 申請政府

貸款，IMF則要求安國必須進行經濟改革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等作為貸款的條件，

當時雙方陷入僵局，中國藉機以 20 億美元的無條件貸款，承諾提供安國金融和技

術援助，興建各項基礎建設等，但條件是換取安國石油、礦產和進入市場，最後

兩國達成協議，而這種援助模式遂成為中國援助非洲的固定模式。中國已成為今

日在援助非洲中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一些非洲國家因為中國的援助產出大量中產

階級。 

但「安哥拉模式」也被批評為新殖民主義，中國援外政策雖然強調不帶任何

                                                 
26

 Leni Wild et al., Eds., op. cit., pp. 13. 
27

 1963年 12月 14日至 1964年 2月 29日為期 72天的行程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連續訪問了埃及、

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迦納、馬利、幾內亞、蘇丹、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等非洲 10

國。周恩來在訪問迦國期間發表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成為中國援外的基本

方針。1965 年周恩來再度訪問阿爾及利亞、埃及和坦尚尼亞。 
28

 Serge Michel、Michel Beuret 著，陳虹君譯，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台北：早安財經

文化，2009 年)，頁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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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涵及附加條件，卻使得專制國家的黑箱作業更加盛行，漠視政府的不人道、

奪取資源和破壞非洲生態，不僅如此，「貿易、投資、援助和勞動力」四位一體

的援助方式，大量輸出中國勞工，不僅造成非洲失業率更加嚴重，還壓榨非洲勞

工，估計 2011 年已高達 15.2 萬人。如尚比亞、剛果、喀麥隆、塞內加爾和尼日等

國均發生過反對中國的抗議和示威行動。另外，中國也實施軍事援助，特別是提

供或販賣廉價的輕型武器給蘇丹等非洲國家，造成非洲軍事衝突不斷，因此西方

國家常指責中國的作為，事實上與「不干涉內政原則」背道而馳。 

    若使用 OECD-DAC 的定義，中國的 ODA 只佔全球援助的一小部分，無法和

日本相比，但如果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和「中

國進出口銀行」(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的補助或補助海外投資列入考慮，

中國則會成為援助大國。2014 年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對外援助 2014」白皮書，

清楚揭露亞洲和非洲是中國對外援助的主要地區，2010 年至 2012 年中國對外援助

金額為 893.4 億人民幣，非洲占了中國整體援助額 51.8%(詳見圖 5-4)，實施援助的

121 國中，非洲有 51 國。 

 

 
資料來源：中國國務院「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圖 2。 

 

圖 5- 5  2010 年至 2012 年中國對外援助資金分布(按援助地區劃分) 

 

    就援助項目而言，中國傾向在非洲取得大型建設案，如興建政府機關大樓、

運動場等的公用設施，也看準了運輸設備缺乏和年久失修，取得各項重大交通工

程，特別是鐵路建設。進行海外承包者主要為「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簡稱中國建鐵, CRCC)
29和旗下的中國土木工程

集團，如過去最早的建設案坦尚鐵路(the Tazara Railway)等。(詳見表 5-1)。這些建

設案的特色是集中於非洲主要的石油生產國，完全使用中國設備和採用「中國技

術標準」，可以看出中國並無協助非洲大陸整體運輸系統發展的概念，而是偏重石

油生產國的運輸便利性和獨占運輸利益。 

 

 

                                                 
29

 CRCC 的前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2007 年 11 月 5 日在北京成立，屬於國務院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管理的特大型建築企業，是中國目前最大的鐵路和公路工程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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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中國建鐵和中國土木工程集團主要鐵路承包案 

國家 鐵路承包案 

阿爾及利亞 
67 公里鋪設鐵路軌道工程(2005)、鐵路編組站工程(2007.4)、東

南部電氣化鐵路復線工程(2007.7)、北部沿海地區鐵路(2007.8) 

利比亞 南北鐵路和沿海鐵路工程(2008.2)、西線鐵路工程(2009.1) 

奈及利亞 
鐵路系統保養和修建、卡諾—拉哥斯(Kano-Lagos) 鐵路現代化

工程30
(2006.10)、沿海鐵路興建案(2014) 

安哥拉 本格拉鐵路大修工程(2006) 

跨國鐵路 
坦尚鐵路(the Tazara Railway)(1967)、修建「衣索-吉布地鐵路」

（Ethio-Djibouti Railways）31
(2012) 

(註)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中國建鐵在非洲的各項工程建設

http://www.crcc.cn/g419.aspx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三) 對話機制 

 

    為了加強與非洲的友好關係，2000 年 10 月 10 日中國在北京召開首屆「中非

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會議中通過「中非合作

論壇北京宣言」及「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決議每 3 年輪流在中非召開

一次部長級會議，目前共召開過 5 次。2006 年第三屆 FOCAC，發表設立「中非發

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由國家開發銀行出資，提供中國企業投

資非洲建築、汽車、家電、農業、資源和基礎建設等。2012 年 7 月第五屆 FOCAC，

胡錦濤則承諾 2013 年至 2015 年將提供 200 億美元作為優惠貸款，協助整建道路

和港口，發展農業、製造業及中小企業等。 

 

(四) 經貿關係 

 

2000 年中非貿易額僅有 100 億美元，第二和第三屆 FOCAC，中國陸續宣布非

洲的部分商品出口到中國零關稅，2013 年時，中非的貿易額已成長到 2102.38 億

美元，非洲成為中國經貿的重要出口32。不僅如此 2011 年 11 月胡錦濤在法國坎城

G20 會中，更宣布最低度開發國家的商品 97%免關稅，中國儼然成為非洲對大的

貿易夥伴。但中國進口非洲商品高於出口(932 億美元對 731 億美元)，有嚴重的貿

易赤字，主要出口商品為電子產品和機械等，對象依序為南非、奈及利亞、埃及、

賴比瑞亞及阿爾及利亞；而主要進口南非的礦物資源、安哥拉及蘇丹的石油，其

                                                 
30

 卡諾—拉哥斯(Kano-Lagos)是殖民時期建設的鐵路，全長 1,315 公里。2006 年 10 月由中國建鐵

取得現代化工程建設案，號稱是中國公司在國際成承包市場獲得的最大訂單，將連接卡諾、奈

及利亞經濟首都，亦是西非最大城市拉哥斯，以及首都阿布賈，全長 2,730 公里。 
31

 衣索-吉布地鐵路是連結衣國和吉布地首都的重要鐵路，自1917年通車以來，因為老舊虧損連連，

近來由中國取得承包，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 70%貸款，2012 年開始修建，預計在 2015 年完成，

是繼坦尚鐵路後，中國在海外修建的另一條跨國鐵路，完全採中國規格 。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4 年春季) 

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cbw/201405/20140500570673.s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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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國 99.9%、蘇國 98.7%的石油出口到中國，顯示中國非常依賴非洲的資源33。 

    就投資金額來看，2004 年後中國對非洲的投資金額顯著成長；就投資國別來

看，2011 年蘇丹和辛巴威是中國最大的投資國，南非則是中國對外投資累積最高

的非洲國家(詳見表 5-3)。就投資項目而言，25%為能源開發，其次為金融、製造、

服務、農業和交通運輸。而為協助國內企業前往歐洲和非洲投資，2013 年 10 月中

國進出口銀行在巴黎設立第一個海外分行，不僅提供在法國及歐洲的中資企業金

融仲介服務，還負責非洲法語系的貿易和投資，一併解決了距離遙遠和語言不通

的問題。 

 

表 5- 2 2003 年至 2011 年中國在非洲的 FDI(單位：百萬美元)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FDI 金額 中國 74.81 317.43 391.68 519.86 1,574.31 5,490.55 

FDI 餘額 中國 491.23 899.55 1,595.25 2,556.82 4,461.83 7,803.83 

年度 2009 2010 2011    

FDI 金額 中國 1,438.87 2,111.99 3,173.14    

FDI 餘額 中國 9,332.27 13,042.12 16,244.32    

(註)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03-2011 年中國對外

直接投資流量情況表-表 16、表 17 

http://images.mofcom.gov.cn/hzs/accessory/201009/1284339524515.pdf (查閱日期：

2014 年 5 月 28 日) 

 

表 5- 3  2011 年中國在非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國家名稱 區域 

第 1 位 蘇丹(911.86) 東非 

第 2 位 辛巴威(440.03) 南非 

第 3 位 模里西斯(419.46) 東非 

第 4 位 尚比亞(291.78) 南非 

第 5 位 奈及利亞(197.42) 西非 

第 6 位 阿爾及利亞(114.34) 北非 

第 7 位 剛果民主共和國(75.18) 中非 

第 8 位 安哥拉(72.72) 南非 

第 9 位 衣索比亞(72.30) 東非 

第 10 位 肯亞(68.17) 東非 

 

資料來源：「2011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附表 1 2003 年-2011 年各年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情況表(分國家和地區) 

 

                                                 
33

 2013 年 JETRO「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

http://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243/africa_strategy.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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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大型企業過去壟斷非洲，但中國採取「安哥拉模式」後，打破了非洲舊

有經濟版圖。在進行非洲資源開發的機構有「中國石油化工集團」(Sinopec Group, 

SINOPEC，簡稱中國石化、中石化)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CC，簡稱中海石油、中海油)，都是由政府獨資設立的國有公

司。1993 年中石化開始非洲的鑽油工作後，有 20 項工程探勘開發正在奈及利亞、

喀麥隆、加彭、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蘇丹和南蘇丹等 8 國進行，其中在安哥拉

的 6 個深水區進行兩國的石油合作，總計在 15 個非洲國家經營石油業務。2009 年

中石化以 72.4 億美元，收購瑞士的 Addax 石油公司後，擁有該公司在奈及利亞、

加彭、喀麥隆和「奈及利亞-聖多美聯合開發」的油氣資產34。中石化還提供技術

服務，2011 年承建中非博阿利 3 號水電站及其配套輸變電工程，以解決中非電力

不足，以及迦納西部省天然氣處理廠，也是迦國首座大型石油基礎建設工程。在

地熱開發方面，2012 年與吉布地簽署「地熱資源合作框架協議」，協助開發地熱資

源。在煉油投資方面，2013 年與南非國家石油公司(PetroSA)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在伊莉莎白港庫哈工業園區的穆托姆博進行煉油合作研究。 

中海油的非洲油氣資產則主要在奈及利亞和烏干達，擁有奈國OML130區45%

的權益。2013 年中海油烏干達公司取得烏干達 Kingfisher 油田開發案(FDP/PRR)，

擁有 1、2 和 3A 區各 1/3 權益，是第一家獲准在烏國開發油氣的石油公司。其他

則分布赤道幾內亞、剛果共和國、阿爾及利亞和加彭，但仍屬於探勘階段35。 

 

二、印度 

 

    由於地緣關係，印度一直視印度洋為其勢力範圍，過去藉由反殖民主義和鼓

吹民族主義，和非洲建構共同認知，對於非洲的影響遠大於中國，關係匪淺36，但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外交重心移往美國、歐洲和東亞地區後，非洲在印度的外交

關係中，退於次要。然而中國崛起後，其影響力不只後來居上，更遠勝於印度，

於是 21 世紀初印度加強非洲外交，除了展示大國能力外，中國顯然是重要的影響

因素之一。在制定非洲政策上，印度因為實力不及中國，避免直接對抗，傾向仿

效和追隨中國，部分布局的非洲國家和中國相同，並和非洲各區域主要國家進行

重點外交，只是不論人力與物力，印度的規模較小。 

 

(一) 對話機制 

 

    2002 年印度商工省發表「Focus Africa Program」，其中「Focus Market Scheme, 

FMS」是印度政府為了鼓勵企業擴大出口，以出口非洲換取免稅進口他國的機制。

為了吸引非洲出口商品到印度，2008 年在新德里召開第一屆「印-非論壇高峰會」

                                                 
34

 中國石化-2013 年中國石化在非洲 

http://www.sinopecgroup.com/group/Resource/Pdf/SinopecinAfricaCN.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35

 中國海油-海外發展 http://www.cnooc.com.cn/col/col4901/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31

日) 
36

 根據學者研究，至今在非洲有 280 萬印度後裔，許多印度人在非洲的教育、經濟甚至是政治領

域都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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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India Forum Summit)，會中通過「德里宣言」和「印度—非洲合作框架協

議」，除了確認印非夥伴關係發展藍圖，印度還宣布了適用於非洲最低度開發國家

的關稅減免措施。印度強調與非洲間的雙邊平等關係，2011 年在阿迪斯阿貝巴舉

行的第二屆高峰會，特意改為「非-印論壇高峰會」(Africa-India Forum Summit)，

會中宣布 3 年內將提供 57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給非洲37。2015 年 10 月則於新德里

(New Delhi)召開第三屆印-非論壇高峰會。 

    無論援助金額、投資額、建設案和勞工派遣，都無法和中國相比的印度選擇

發揮資通訊專長，2007 年和非盟締結「Pan African E-Network Project」，2009 年開

始協助非盟 54 個會員國連結網際網路，在未來非洲元首能夠進行視訊會議、促進

教育普及和進行遠端醫療等工作。另一方面，印度和非洲國家建立軍事外交，積

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提供軍事訓練和武器設備等，目前在剛果、衣索比

亞、厄利垂亞、象牙海岸及蒲隆地等多都有維和人員。 

    就援助國來說，印度重視援助周邊的亞洲國家，尤其東部和南部非洲對印度

而言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西部非洲因為存在語言障礙和印度裔較少，過去

較為忽視，但近年來印度逐漸開始重視，目前印度在非洲和布吉納法索、查德、

象牙海岸、赤道幾內亞、迦納、幾內亞比索、馬利和塞內加爾等8國，成立「TEAM9」，

提供 5 億美元的經濟和技術援助。 

 

(二) 經貿關係 

 

    2000 年印度對非洲出口額僅 21 億美元、進口額 31 億美元，但 2011 年各自成

長至 242 億美和 399 億美元，印非之間的貿易額在過去 10 年間成長了 10 倍以上，

尤其 2006 年開始印度對非洲貿易入超快速擴大(詳見圖 5-5)。出口非洲的商品以石

油製品最多，其次為汽車、醫藥品和行動電話和機械零件，最大的出口對象是南

非，其次為奈及利亞、肯亞、坦尚尼亞和模里西斯等國。另外，近年來由於伊朗

受到國際的經濟制裁，印度的米轉而大量銷往西非。進口非洲的商品主要為原油

和煤，占 70%，其次為南非的鑽石原石。而 2011 年莫三比克發現煤礦，開始生產

煤炭，主要出口到印度和土耳其38。 

    就投資而言，模里西斯是主要的投資東道國。由於印模兩國簽有雙邊租稅條

約，資本利得免課稅，很多印度公司選擇在模國設立海外公司，吸取資金，進行

第三國投資。2010 年印度最大手機公司 Bharti Airtel 收購了科威特在非洲出資的通

訊公司，將行動電話的版圖擴張到非洲 16 國。 

 

                                                 
37

 JETRO 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頁 38。 

http://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243/africa_strategy.pdf (檢閱日期：2015 年 3 月 7 日) 
38

 JOGMEC「世界の石炭事情調査―2013 年度」，頁 638。 

http://coal.jogmec.go.jp/result/docs/140619.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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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ETRO 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頁 34。

http://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243/africa_strategy.pdf (檢閱日期：2015 年 3

月 9 日) 

圖 5- 6  印度對非洲貿易變化 

 

    另外，印度相當重視非洲的能源合作，在第一屆「印非論壇高峰會」召開前，

2007 年在新德里就率先召開「印非能源合作會議」，提供低息貸款、發展援助基金

和武器軍火等各項援助。除了積極收購公司，也和外國公司合作，如與英國礦物

公司合作開發非洲礦山、與肯亞國營石油公司(NOCK)合作開採石油。在奈及利亞

有銷路最好的機車公司Bajaj Auto Limited、在南非及肯亞擁有汽車工廠 Tata Motors 

Limited、在奈及利亞、南非及摩洛哥擁有 4 大製藥工廠等。 

 

三、巴西 

 

(一) 南南合作 

 

    巴西的特色是與開發中國家進行南南合作或是透過三角合作的方式來進行援

助，目前和日本(JBPP)、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等都有簽定合作備忘錄39。巴西國

際合作署(ABC)是巴西的援助執行機關，主要工作是透過國際機關進行三角合作。

1985 年巴西和日本簽訂(Japan-Brazil Partnership Programme, JBPP)，提供三角合作，

目前在莫三比克提供多項援助。 

    巴西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故主要將援助資源投資在葡萄語系的非洲國家，

援助預算僅次南美洲，如莫三比克、安哥拉和維德角等國。巴西對非洲的援助金

額占整體 50%，每年大約 3 至 5 億美元，13%為技術援助，將近 70%透過國際組

織。援助的內容以農業、改善貧窮、保健衛、職業訓練和能源開發為主。2008 年

巴西農牧研究公司(EMBRAPA)在迦納設立辦事處，和 ABC 合作，在非洲 15 國協

助熱帶農業發展，目前主要在貝南、布吉納法索、查德和馬利協助棉花栽培和發

展棉花產業。 

                                                 
39

 Leni Wild et al., Eds., op. cit., 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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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貿關係 

 

    2001 年巴非貿易額僅 53.2 億美元，但 2011 年成長至 276.61 億美元，顯示巴

非之間的貿易額在過去 10 年間成長了 5 倍，而貿易的特色為長期入超且集中在若

干國家。出口非洲的商品為農產品及工業產品，66%的非洲出口集中在埃及、南非、

阿爾及利亞、奈及利亞和安哥拉等國。進口非洲的商品主要為石油和礦物，占90%，

92%的非洲進口來自奈及利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南非和赤道幾內亞等國。目

前巴西的鐵礦石公司 Vale 和澳洲公司 RIV.AU 合作開發莫國的煤炭，出口至印度

發電廠和中國鋼鐵公司，而為了運輸煤炭，也積極的建設運輸和港灣設施。 

 

四、土耳其 

 

(一) 對話機制 

 

   土耳其的援助執行機構是土耳其國際合作協調廳 (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簡稱 TIKA)，原本隸屬於土國外交部，成立於 1992 年，1999

年改隸屬總理。當時蘇聯解體，一開始是為了提供高加索及巴爾幹地區的土耳其

語系國家經濟援助而成立。北非和土耳其同屬中東地區，屬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時期(Ottoman State)的一部分，多穆斯林教徒，向來關係較密切，與漠南非洲的關

係則是近來才較為發展40。1998 年土國開始對於非洲國家的援助，但是真正重視非

洲援助，始於 2002 年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簡稱

AKP 黨)及其接受 AAP 之影響。 

   土國稱 2005 年為「非洲年」(the year of Africa)，3 月土國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旋即訪問衣索比亞和南非，在 AU 取得觀察員地位。2008 年 5 月土

國加入 AfDB 後，8 月 19 日於伊斯坦堡召開第一屆非土合作高峰會(Africa-Turkey 

Cooperation Summit)，通過「伊斯坦堡宣言」(The Instanbul Declaration)和「土非夥

伴關係架構文件」(the Turkey-Africa Partnership Framework Document)之後陸續增

加了 15 處大使館。而土耳其之所以會如此積極，另外一個原因和角逐 2009 年聯

合國非常任理事國，需要獲得非洲國家的支持有關41。但召開大會不如他國家來的

頻繁，2014 年 11 月 21 日土國與 AU 在赤道幾內亞首都馬拉博(Malabo)才召開第二

屆非土高峰會(Africa-Turkey Summit)。TIKA 目前在非洲有 11 個辦事處，援助的原

則是「以非洲方法解決非洲問題」(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和立於互惠

的基礎(on the basis of mutual benefits)，主要提供非洲國家健康醫療、社會基礎建設

和服務等援助，援助重心為過去有歷史淵源的非洲國家，如衣索比亞、肯亞、利

比亞、尼日、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及突尼西亞等(表 5-4)
42。2015 年起積極

協助布吉納法索、尼日、索馬利亞、馬利及茅利塔尼亞等國開鑿水井，獲取水資

                                                 
40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漠南非洲的蘇丹、厄垂利亞、衣索比亞、吉布地、索馬利亞、尼日和

查德等國的一部分屬於其領土範圍。 
41

 Mehmet Ö zkan, Turkey’s Rising Role in Africa,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9, No, 4 (Winter 2010), 

pp. 94-101. http://turkishpolicy.com/dosyalar/files/MehmetOzkan-TurkeysRisingRoleinAfrica.pdf (查

閱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42

 TIKA-Annual Report 2013 http://www.tika.gov.tr/upload/2015/Prestij/Afrika_Ing.pdf (查閱日期：

2015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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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43。 

  

(二) 經貿關係 

 

    土耳其經濟部 2003 年推動「強化與非洲國家經貿關係戰略」，當時土國對非

出口額僅有 21 億美元，到了 2012 年增加到 133 億美元；而進口額由 33 億美元增

加到 96 億。最大的出口對象，分別為北非五國、奈及利亞和衣索比亞，出口商品

為鋼鐵、機械及運輸工具等；最大的進口對象則是阿爾及利亞、埃及、南非、奈

及利亞及摩洛哥，進口商品為礦物性燃料、寶石、可可及鋼鐵等。目前和埃及、

突尼西亞、摩洛哥及模里西斯簽有自由貿易協定44。貿易型態和歐盟國家極為相

似。 

 

表 5- 4  2013 年土耳其在非洲各國的援助分配比(%) 

 教育 
健康

醫療 

水及

衛生 

行政及民間

基礎建設 

社會基礎建

設及服務 

經濟建

設 
其他 

農業/畜

牧 

衣索比亞 7.01 2.07 
◎

40.36 
5.26 ◎34.84 

銀行金

融 0.24 

生產部

門 10.22 
0 

肯亞 5.78 
◎

58.74 
0 ◎30.53 1.21 0 

通訊
1.88 

1.86 

利比亞 12.03 
◎

42.69 
0 3.83 6.68 0 0 ◎34.77 

尼日 9.71 12.22 
◎

27.75 
5.50 ◎40.98 0 

通訊
0.51 

林業 3.33 

塞內加爾 
◎

35.12 

◎
25.15 

8.41 0.61 4.50 
銀行金

融 2.74 

其他
4.94 

農業
18.53 

索馬利亞 1.98 22.72 0.38 3.74 0.49 ◎70.21 0 農業 0.47 

蘇丹 12.49 
◎

30.32 
12.52 0.58 ◎35.14 0.05 0 農畜 8.89 

突尼西亞 0.22 4.57 0 ◎93.87 0.09 1.11 
生產部

門 0.15 
0 

(註)作者自行整理。◎為該國援助重點 

 

                                                 
43

 土耳其之聲 TRT World-「トルコ、アフリカの水不足に救い手」

http://www.trt.net.tr/japanese/%E4%B8%96%E7%95%8C/2015/03/16/%E3%83%88%E3%83%AB

%E3%82%B3%E3%80%81%E3%82%A2%E3%83%95%E3%83%AA%E3%82%AB%E3%81%AE

%E6%B0%B4%E4%B8%8D%E8%B6%B3%E3%81%AB%E6%95%91%E3%81%84%E3%81%A

E%E6%89%8B-186129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19 日) 
44

 Ministry of Economy, Republic of Turkey-Countries-Africa 

http://www.economy.gov.tr/portal/faces/home/disIliskiler/ulkeler/africa?_afrLoop=151285456528492

6&_afrWindowMode=0&_afrWindowId=uvh6f339o_75#!%40%40%3F_afrWindowId%3Duvh6f339

o_75%26_afrLoop%3D1512854565284926%26_afrWindowMode%3D0%26_adf.ctrl-state%3Duvh6

f339o_95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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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多邊組織 
 

    聯合國通過「千禧年宣言」後，國際社會正式開啟非洲的援助活動，援助非

洲的多邊組織，除了聯合國相關部門外，主要為 G7/G8、OECD 和 EU。其中，OECD

更擔任著多邊組織重要的溝通橋樑。 

 

一、G7/G8 高峰會(Gropu of Seven/ Group of Eight Summit) 

 

(一) 雙軌對話機制 

 

    G7/G8 並非正式的國際組織、亦無常設機關和正式的名稱，原則上是由美國、

德國、法國、英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俄羅斯等八大工業國元首出席的國

際會議，特別的是，歐盟理事會主席和歐洲執行委員會主席也會出席。2014 年 3

月因為烏克蘭事件，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各國開始抵制俄羅斯參加，故現在僅

為 G7
45。會議的內容主要在討論全球性議題，如環境保護、貧窮問題、人類及人

權問題等。1990 年代 G8 會議中，僅重視 HIPCs，日本也配合 G8 的會議內容，但

是到了 2000 年第 26 屆沖繩會議，日本利用 G8 主辦國身分，首度舉辦 G8 與非洲

國家對話，非洲問題成為 G8 定調的議題，更從此建立了非洲國家參與相關議題討

論的慣例。而 2001 年 OAU 提出「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後，G8 更積極

與非洲國家建立夥伴關係，2001 年義大利熱內亞(Genoa)會議中，表示將制定行動

計畫。2002 年加拿大卡納納斯基斯(Kananaskis)會議，正式提出「非洲行動計畫」

(African Action Plan, 簡稱 AAP)，正式建立 G8 與非洲的新夥伴關係。 

    2003 年法國埃維安(Evian)會議，決議成立非洲夥伴論壇(Africa Partnership 

Forum)，每年召開 2 次，加強 G8 和非洲國家的對話。因此 APF 是屬於第二層次

的對話機制，由 G8 和非洲國家資深官員參加，內容主要討論非洲發展的政策和優

先性46。2014 年馬拉伯(Malabo)AU 會議則通過決議，成立非洲全球夥伴論壇(Africa 

Global Partnership Platform, 簡稱 AGPP)，取代 APF，預計 2015 年 10 月 22 日於塞

內加爾達卡(Dakar)召開成立大會47。 

 

 

 

 

 

                                                 
45

 G7/G8 成立的背景是 1970 年代時分別發生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及石油危機，為了解決當時

全球性經濟問題，1975 年 11 月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倡議共同召開國際會議。

加拿大從 1976 年波多黎各(Puerto Rico)會議開始參加，歐洲執行委員會主席從 1977 年的倫敦會

議開始參加，歐洲理事會主席從 2010 年穆斯科卡會議開始參加。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從 1994

年拿坡里會議開始參加，1998 年開始由 G7 高峰會更名為 G8 高峰會。而日本在 1979 年東京高

峰會、1986 年東京高峰會、1993 年東京高峰會、2000 年沖繩高峰會及 2008 年海道洞爺湖輪值

過主辦國，2016 年將主辦第 42 屆三重伊勢志摩(Ise Shima)高峰會。 
46

 The OECD and Africa http://www.oecd.org/africa/africa-focusedbodies.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47

 OECD-Africa Global Partnership Platform http://www.oecd.org/dac/agpp.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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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有關非洲議題的 G7/G8 高峰會 

時間 屆次/高峰會地點  

1985 
第 11 屆西德波昂
(Bonn) 

強化援助非洲機制，達成共識。 

1987 
第 12 屆義大利威尼斯

(Venezsia)高峰會 

有關發展中國家，如解決嚴重化的累積債務、初級

產品及漠南非洲等最貧窮國家問題等，將積極提供

支援，達成共識。 

1996 
第 22 屆法國里昂
(Lyon) 

鼓勵各國挹注非洲發展基金、持續推行 ESAF 及

HIPCs 倡議。 

1997 
第 23 屆美國丹佛
(Denvor) 

對於非洲開發援助、貿易投資及建構和平等方面的

援助政策，達成共識。 

1998 
第 24 屆英國伯明罕

(Birmingham) 

持續挹注非洲發展基金、持續推行 ESAF 及擴大

HIPCs 認可。 

1999 
第 25 屆德國科隆
(Köln) 

針對債務減免的「科隆債務倡議」。日本方面，配

合雙邊債務減免，由 67%增加至 100%；非關 ODA

者，則減免至 80%。 

2000 
第 26 屆日本沖繩

(Okinawa) 

首次舉辦 G8 與非洲國家對話，建立非洲國家參與

相關議題討論的慣例。 

2001 
第 27 屆義大利熱內亞

(Genoa) 
針對 NEPAD，任命 1 位非洲代表參與制定 AAP。 

2002 
第 28 屆加拿大卡納納

斯基斯(Kananaskis) 

提出 G8AAP，建立 G8 與非洲新夥伴關係並設定各

國應實現的承諾。 

2003 
第 29 屆法國埃維安
(Evian) 

檢視 AAP、提出 G8 水資源行動計畫、G8APP 協助

非洲和平共同計畫及建立 APF。 

2004 
第 30 屆美國海島(Sea 

Island)高峰會 

合作對抗 HIV 及天花、促進私人部門對於非洲的開

發、提供透明性及對抗貪腐等各項達成共識。特別

強調北非對於促進中東穩定和夥伴關係 

2005 
第 31 屆蘇格蘭格倫伊

格爾斯(Gleneagles) 

討論建立非洲待命部隊，以解決爭端及維持和平。

檢視 AAP，各國承諾 2010 年將援助總額增加至 500

萬美元，達到 2004 年總額的 2 倍。 

2006 
第 32 屆俄羅斯聖彼得

堡(Saint Petersburg) 

邀請南非及剛果民主共和國與會。持續減少非洲貧

窮及協助永續發展。協助建立非洲待命部隊，2010

年前達到 7.5 萬名人員。日本表示設立野口英世獎

及 2008 年召開 TICAD IV。 

2007 
第 33 屆德國海利根達

姆(Heiligendamm) 

邀請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迦納、奈及利亞、

塞內加爾及衣索比亞等國參加，認同非洲國家主事

權、善治及 APRM 重要性。 

2008 
第 34 屆日本北海道洞

爺湖(Hokaido) 

援助非洲為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優先達成 MDGs

開發水力、教育、醫療的目標。與非洲國家的擴大

會議形成慣例。 

2009 
第 35 屆義大利拉奎拉
(L’Aquila) 

發表「G8+5 聯合宣言」，南非為主要發展中國家之

一。與非洲國家召開擴大會議，強化 G8 與非洲在

水與衛生的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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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第 36 屆加拿大穆斯科

卡(Muskoka) 

加快實現 MDGs 目標的腳步，提出「穆斯科卡倡

議」，加強母嬰醫療。菅直人並表示自 2011 年起 5

年間將提供 5 億美元，投入母嬰醫療。另外，也表

示將提供非洲 PKO 訓練中心協助。 

2011 
第 37 屆法國多維爾

(Deauville) 

發表「G8 非洲聯合宣言」，強調雙方加強夥伴關係

的重要性。期待非洲的安定和民主化，同時呼籲國

際合作在解決非洲動亂和取締毒品等的重要性。 

2012 
第 38 屆美國大衛營
(Camp David) 

過去 10 年推動非洲成長，獲得進展，但透過援助

達成的目的有限，應再透過投資方式。為完善非洲

糧食安全及營養，決議成立「糧食安全與營養新聯

盟」(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加速 CAADP 的實現。 

2013 
第 39 屆北愛爾蘭厄恩

湖(Lough Erne) 

推動非洲全面及有力的成長，G8 將採取更進一步的

措施以促進貿易相關的基礎建設。期待 TICAD V

的召開能夠促進非洲基礎建設及使貿易便利化。各

國從 5 方面協調在北非國家的反恐合作。 

2014 
第 40 屆比利時布魯塞

爾(Brussels) 

在和平的前提下，持續推動非洲全面及有力的成

長。協助有關保障非洲糧食安全及營養的政策。安

定馬利及中非情勢。 

2015 
第 41 屆德國楚格峰
(Schloss Elmau) 

致力於建立利比亞和平與安定的長期對策。將突尼

西亞及奈及利亞等國之恐怖行動，列為優先課題。

安倍提出「後 2015 年國際開發議程」的看法及日

本在醫療上所做的貢獻，並願意提供 1.7 億美元陸

續作為伊波拉病毒防治用途。 

(註)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 G7/G8 首脳会議・外相会議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summit/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二) 援助狀況 

 

    2013 年 G7 援助非洲的 ODA 金額增加 6.7%，占所有 DAC 會員國的 75%。在

金額變動方面，以英國增加最多 30%；日本則增加 25%，援助金額從 14.01 億美元

增加到 20.92 億美元，並且呈現上升的趨勢。美國雖然保持著非洲最大援助國的地

位，但金額卻由 92.57 億美元減少至 89.79 億美元。此外，以法國的 ODA 金額消

長最大，2013 年由 42.97 億美元減少至 31.68 億美元，退居英國之後。(詳見圖 5-2、

圖 5-3)另外，俄羅斯則是晚近的崛起援助國，2005 年簽署巴黎援助有效宣言後，

2006 年利用主辦國身分，在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會議中，正式加入國際援助

的宣言。雖然 2013 年俄羅斯在非洲的援助金額僅有 7,030 萬美元，但相較 2012 年

的 2,892 萬美元，增加了 2.4 倍48。 

    在 ODA 援助項目上，根據 OECD 的統計，2013 年 G7 普遍重視對非洲的社會

基礎建設與服務，包括學校和教育等，如美國 (57.23 億美元)、法國 13.65 億美元)、

                                                 
48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oda/distribution-of-net-oda.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5 日) 2014

年發生烏克蘭危機後，OECD 配合 G7 的抵制，也暫停了俄羅斯申請加入會員國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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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12.12 億美元)、德國(18.79 億美元)和日本(10.97 億美元)。另外，美國在人道

救助(16.02 億美元)、法國在經濟基礎建設與服務(12.25 億美元)上，ODA 比例也甚

高49。而俄羅斯的援助重心大部分在提供糧食及健康醫療援助。 

 

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 

 

(一) 援助和投資分別進行 

 

OECD 著眼於非洲的投資合作關係。在北非區域，主要以北非五國和中東國

家聯合提出的倡議，MENA-OECD Governance Programme 和 MENA-OECD 

Investment Programme 為兩大支柱，前者根據 2011 年 G8 高峰會通過的「多維爾夥

伴關係」(Deauville partnership)，加強與中東北非國家合作關係，促進北非民主化

和推行善治，並為彼此提供一個重要的對話平台；後者則是 2005 年中東北非國家

要求 OECD 加強對該區域的投資，促進開發的倡議，亦是一個對話平台50。在西非

地區，為了解決乾旱，1976 年 OECD 設立薩赫爾俱樂部(Club du Sahel)，2001 年

後擴大為薩赫爾及西非俱樂部(Sahel and West Africa Club，簡稱 SWAC)
 51，轉型為

監督和分析西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情形，並協助西非的區域組織形成

和執行各項決策。另一方面，OECD 和漠南非洲的合作中，南非扮演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 2008 年開始推動的 OECD Network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Southern Africa，南非和 SADC 會員國，一同透過此一對話平台和

OECD 合作，藉由政府治理的改革，規範國營企業的管理原則，改善經營效率，

期望促進南部非洲國家的經濟成長52。 

另一方面，OECD 的委員會之一， DAC 則是在非洲各個區域積極推動援助活

動。2000 年聯合國提出「千禧年宣言」後，OECD-DAC 陸續舉辦過 4 屆援助成效

高層論壇。2003 年第一屆於羅馬舉行，邀集多邊、雙邊援助機構和受援助國與會，

討論如何落實 MDGs，發揮援助有效性；2005 年第二屆於巴黎舉行，會議通過「巴

黎援助有效性宣言」(The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並啟動巴黎宣言

監督機制(Paris Declaration Monitoring Survey)；2008 年第三屆於迦納阿克拉舉行，

除了檢視「巴黎五原則」指標，會後則通過「阿克拉行動議程」(Accra Agenda for 

Action)，將合作的成員由發展中國家、援助國和國際組織，擴大至新興經濟體、

聯合國及公民社會等；2011 年第四屆於韓國釜山舉行，會議通過「釜山夥伴協定」

(Busan Partnership Agreement)，同意會後成立全球夥伴關係論壇(Global Partnership 

Forum)，繼續執行「後 2015 年開發議程」(post-2015 deleopment agenda)
53。 

 

                                                 
49

 OECD.Stat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42232&lang=en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5 日) 
50

 OECD-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itiative on Governance and Investment for Development 

http://www.oecd.org/mena/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10 日) 
51

 SWAC 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盧森堡、荷蘭、瑞士、美國及 ECOWAS、UEMOA 和 CILSS

三個西非區域組織，目前共有 17 個西非國家參加。詳細請參考：

http://www.oecd.org/swac/46115504.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10 日) 
52

 2007 年 5 月 16 日 OECD 理事會部長級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加強與南非、巴西、中國、印度及

印尼等重要夥伴國(Key partner)擴大合作關係。 
53

 OECD-Aid Effectiveness 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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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邊組織的溝通橋樑 

 

1.與聯合國合作 

 

    1961 年 OECD 成立發展中心(Development Centre)，除了 OECD 會員國之外，

還包括南非、塞內加爾、維德角和模里西斯四個漠南非洲國家，目的在協助決策

者及投資者等，更加瞭解非洲大陸的發展情況。OECD並和AfDB、UNECA及UNDP

非洲局(UNDP Bureau for Africa)，每年定期出版報告書「非洲經濟展望」(Africa 

Economic Outlook)及針對此報告書，召開國際非洲議題經濟論壇(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on Africa)進行討論。2002 年 OECD 在聯合國通過決議後，和

UNECA 建立了 ECA-OECD 發展有效性相互檢視機制(ECA-OECD Mutual Review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in Africa, 簡稱 MRDE)，有效確立雙方對於非洲發展

的責任54。 

 

2.與非洲合作 

 

    AU 於 2003 年提出 APRM，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於是 2006 年在日本政府的

倡議下，OECD 部長級會議通過「NEPAD-OECD 非洲投資倡議」(NEPAD-OECD 

Africa Investment Initiative)，期望促進非洲商業發展和協助非洲成為合宜的投資地

點，並由NEPAD事務局擔任主席，南非和日本分別擔任副主席。2010年UN-OSAA、

OECD 和 NEPAD 更進一步合作，發表了共同夥伴關係，進行非洲經濟、外國投資、

基礎建設、債務及援助等相關研究。 

 

3.與 G7/G8 合作 

 

    OECD 也是 G8 和非洲國家間的溝通橋樑。其原因在於，OECD 資深官員除了

必須定期和 G7/G8 元首會面，也必須依照 G7/G8 的聯合聲明，採取相對應的行動，

也必須向G7/G8提出報告，因此OECD 對G7/G8的會議內容影響也很大。例如 1999

年科隆會議中，G8 要求 OECD 作出一項生物科技和糧食安全的報告，在下屆的沖

繩會議提出。而 OECD 也形成慣例，在每屆 G7/G8 高峰會舉行前 4 至 6 個禮拜，

召開部長級委員會，和 NEPAD 部長級官員商議，如此 OECD 才能與 G8 取得最佳

的合作方式55。此外，OECD 的資深官員也會參加 APF，2006 年會員國籌資設立

OECD 的非洲夥伴論壇支援單位(APF Suppoert Unit)，由該單位負責與 AU 的

NEPAD 秘書處聯繫、籌辦會議並提供實質的政策建議供會議參考56。 

 

 

 

                                                 
54

 ECA-OECD Mutual Review of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in Africa 

http://www.oecd.org/dac/mutual-review-africa.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55

 OEC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G8 and the OECD 

http://www.oecd.org/general/partnershipbetweentheg8andtheoecd.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56

 The OECD and Africa http://www.oecd.org/africa/africa-focusedbodies.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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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 EU 合作 

 

    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目前是 OECD 的觀察員，並無投票權

及無法參與理事會的決議，但 1960 年「OECD 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Supplementary 

Protocol No. 1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OECD)卻賦予歐洲執委會參與 OECD 工作的

權利，目前歐洲執委會的代表不僅參與 OECD 的工作計畫，也參與 OECD 各個部

門和組織的工作57。 

 

三、歐盟(European Union) 

 

(一) 對話機制 

 

    歐盟目前提供對外援助資金有兩大來源，一為歐盟執委會預算，由 28 個成員

國每年提供 GNI1%的資金，一則為歐洲發展基金(European Development Fund, 簡

稱 EDF)
58。2010 年歐盟進行組織整合，目前援助政策由歐洲對外活動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簡稱 EEAS)負責，而援助行動則由歐洲開發援助合作局

(EuropeAid)執行59。過去歐盟針對非洲採取兩大對話機制，分別是地中海周邊國家

為對象的「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及 ACP 國家(漠南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國

家)，但 2000 年 4 月，出現革新性變化，在開羅召開首屆「歐非高峰會」(EU-Africa 

Summit)，建立和整體非洲大陸的對話機制。隨著非洲貿易和經濟整合的發展，歐

盟也由過去片面提供援助，轉為對等的夥伴關係，將非洲視為工業產品的出口市

場及天然資源的供給來源。2005 年 12 月歐洲理事會通過「歐非迎向戰略性夥伴關

係戰略」，認為和平、民主及繁榮為歐非間的共同價值觀，歐盟今後將為非洲國家

的獨立發展、經濟持續發展、經濟整合、促進貿易及人力投資提供協助。2005 年

歐盟委員會通過「歐盟對非洲新戰略」，計畫未來 10 年增加對非洲的援助，在歐

盟及非盟間的安全及發展，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第二屆高峰會因為辛巴威問題，

遲至 2007 年 12 月才在里斯本召開，歐盟和 31 個漠南非洲國家簽署「歐非聯合戰

略」(the Joint Africa-EU Strategy, JAES)，為雙方建立長久合作的夥伴關係基礎，基

於平等關係，除了氣候變遷和移民問題，歐盟將協助非洲發展和平、安全、治理、

人權、貿易及區域性和大陸間的經濟整合，並投資非洲各項能源開發和基礎建設，

建立能源夥伴關係(a energy partnership)，2008年至2013年提供80億歐元的援助60。

此後， 2010 年和 2014 年都分別在利比亞的黎波里(Tripoli)及布魯塞爾順利召開第

三屆和第四屆高峰會。 

                                                 
57

 OECD-Memebers and Partners http://www.oecd.org/about/membersandpartners/ (查閱日期：2015 年

10 月 11 日) 
58

 2009 年歐盟執委會給予非洲的援助金額，為 41.11 億歐元，佔整體援助金額 42%。EDF 提供給

非洲的資金則是 139 億歐元(2008-2013)。詳細請參考：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0-604_en.htm?locale=en (查閱日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 
59

 EuropeAid 成立於 2011 年，前身為歐洲援助合作局(EuropeAid Cooperation Office, 簡稱 AIDCO)

和發展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 with ACP states,簡稱 DG DEV)。 
60

 EUROPA-From a strategy for Africa to an EU-A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development/african_caribbean_pacific_states/r13009_en.htm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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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貿關係 

 

    目前除了利比亞，北非四國都已經和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漠南非洲部分，

歐盟過去主要提供 ACP 國家優惠性關稅，但 1975 年歐洲共同體和 ACP 國家簽訂

的「洛梅協定」(Lomé Agreement)及 2000 年的「科多努協定」(Cotonou Agreement)，

有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之虞，於是歐盟決定不再續約，改和 APC 國家簽

定經濟合作協定(EPA)，和漠南非洲各區域分別進行協商，目前和西非、東非共同

體和南部非洲的洽簽情況良好，但中非和東南非的協商則陷入膠著。在完成自由

化貿易前，2008 年 1 月起歐盟決定以簽署暫時性經濟夥伴關係協定(New Interim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給予特定非洲國家兩種不同的過渡性關稅，分別

為低所得國家享有的新優惠性關稅(GSP)和最低度開發國家才能享有的除武器外

的一切優惠關稅(Everything But Arms, EBA)
61。 

    歐洲出口到非洲的商品，40%為機械和運輸工具。主要出口對象是南非、北非

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埃及和突尼西亞，以及奈及利亞和安哥拉。進口的商品，

60%為礦物性燃料，其次為農產品，占 10%。主要進口國為阿爾及利亞、奈及利亞、

利比亞及南非等國。 

 

第四節  小結 
 

一、各國普遍建立一對多的國際平台 

 

為了維持在法語世界的領導地位，最早舉辦一對多的國際平台是法國，進入

2000 年後這種對話機制卻蔚為各國和非洲交往的模式。除了德國和巴西後，大多

數援助國，無論傳統或是新興援助國，都傾向邀請非洲國家前來，共同召開高峰

會，而且有成為常態化的趨勢。會議的共同特色都是側重主辦國對於投資非洲和

促進非洲經濟成長的議題討論，這和 TICAD 的會議有很大的不同。TICAD 的模式

是，日本除了邀請非洲國家，還有聯合國。但這些會議的共同的目的是，除了邀

請非洲元首成為座上賓，給予重視外，藉此作為國際貢獻之宣傳，提升國際地位

外，最主要的還是透過國際平台，有效降低與非洲各國的交易成本。 

 

 

表 5- 6 個別援助國與非洲高峰會 

傳統援助國 (首屆召開時間)高峰會名稱 

日本 1993 年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ICAD) 

美國 2014 年美非元首高峰會」(United States-Africa Leaders Summit) 

法國 
1973 年法非高峰會(Conférence des Chefs d' Etats d' Afrique et de 

France, Franco-African Summit) 

德國 無 

英國 無 

                                                 
61

 JETRO主要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 http://www.jetro.go.jp/jfile/report/07001243/africa_strategy.pdf (檢

閱日期：2015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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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援助國  

中國 2000 年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印度 2008 年印非論壇高峰會 

巴西 無 

韓國 2006 年韓非論壇(KAF) 

土耳其 非土高峰會(Africa-Turkey Summit) 

多邊組織  

G7/G8 
2000 年起 G7/G8 討論非洲議題 

2003 年非洲夥伴論壇(2014 年改名非洲全球夥伴論壇) 

OECD DAC 高層論壇 

EU 歐非高峰會(EU-Africa Summit) 

 (註)作者自行整理。 

 

二、援助體制不同 

 

    傳統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間，援助體制不同。在決策上，傳統援助國除了政

府的政治性機構，如外交部負責外，就是有專屬的援助機關和執行機關負責，如

德國的聯邦經濟合作暨開發部和英國的國際開發部。而新興援助國由於援助資歷

短，各國不盡相同，其中以中國和各國的差異性最大，對外援助是由政府的經濟

機構負責。再以中日為例，仔細比較中日的官方援助資料，可以發現中國的援助

工作未如同日本般仔細。原因之一是日本將解決非洲問題視為是國際貢獻，爭取

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手段之一，由外務省和 JICA 作為援助的統一

窗口，故無論是援助的金額、內容和成效都必須公開透明，讓國際社會有了解的

機會。而中國除了顧慮和中華民國的援助競爭外，更重視對外貿易和投資等經濟

利益的取得，所以對外援助部分統歸中國商務部管轄，在各國比較中，中非間的

貿易額也居全球之冠。中國的「安哥拉模式」雖然不重視援助，也沒有專門的援

助實施機構，但是援助非洲的金額仍僅次於美國，為全球第二位(詳見表 5-7)。 

    在地域劃分上，中國將非洲大陸和中東地區統稱為西亞非洲62，雖然商務部有

針對各國制定對外投資合作國別指南，但目的只是在促進國內企業對海外投資國

的現況了解，所以未對任何國家量身訂做援助政策，更沒有任何官方資料說明援

助在單一國家或地區的分配情況，也沒有按照部門或用途進行詳細的分析。從援

助體制中，更容易看出中日透過與非洲交往，追求的利益大不同。 

 

 

 

 

 

 

 

 

 

 

                                                 
62

 伊朗、阿富汗及土耳其卻未列入西亞非洲，仍屬於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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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非洲主要援助國援助體制 

傳統援助國 

 援助基本法 決策機構 主要執行機構 

日本 國際協力大綱 外務省 國際協力機構 JICA 

美國 對外援助法 國務院 國際開發署 USAID 

法國 無 
國際合作與發展部際

委員會 CICID 
法國開發署 AFD 

德國 無 
聯邦經濟合作暨開發

部 BMZ 
國際合作公司 GIZ 

英國 國際開發法 國際開發部 DFID 

韓國 國際合作基本法 
外交通商部、企劃財

政部 
國際合作署 KOICA 

新興援助國 

中國 對外援助管理辦法(試行) 商務部、對外援助司 

印度 無 外交部、技術合作課 

巴西 無 外交部 國際合作署 ABC 

土耳其 土非夥伴關係架構文件 總理 國際合作開發局 TIKA 

多邊組織 

G7/G8 MDGs、後 2015 年開發議程 G7/G8 高峰會 OECD 

OECD MDGs、後 2015 年開發議程 DAC-高層論壇 發展中心 

EU JAES EEAS 歐洲開發協助合作局 

(註)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資料：日本外務省 ODA 白書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10_hakusho_sh/pdfs/s3-2.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25 日) 

 

表 5- 8  2013 年非洲主要援助國援助、貿易及直接投資金額 

傳統援助國 

 援助 貿易額 直接投資 

日本 20.92 億美元 304.92 億美元 △4.70 億美元 

美國 89.79 億美元 852.22 億美元 37.06 億美元 

法國 31.68 億美元 727.71 億美元 20.96 億美元 

德國 23.97 億美元 592.41 億美元 △21.18 億美元 

英國 39.22 億美元 457.57 億美元 74.73 億美元 

韓國 2.72 億美元 240.60 億美元 2.98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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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援助國 

 援助 貿易額 直接投資 

中國 66.67 億美元63
 2,100.38 億美元 61.32 億美元 

印度 19 億美元64
 734.92 億美元 11.22 億美元 

巴西 12 億美元 285.29 億美元 1.24 億美元 

土耳其 7.83 億美元 201.68 億美元 64.0 億美元 

多邊組織 

G7/G8 229.75/229.05 億美元 3459.14 億美元 168.4 億美元 

OECD 308.11 億美元 5971.03 億美元 880 億美元 

EU 56.39 億美元65
 4087.17 億美元 469.57 億美元 

(註)作者自行整理。(△代表資金回流) 資料來源：OECD Data, OECD.Stat
66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67

, and UNCTAD
68

 

 

三、觀點不同 

 

綜觀上述無論傳統和新興援助國在非洲的援助、貿易和投資都呈現出激烈的

競爭關係，雙邊援助是各國的主流，但傳統援助國，相當重視援助的有效性和指

標，也相當重視 AU 所建立的非洲同儕評鑑機制(Africa Peer Review Mechanism, 

APRM)，是 G7/G8、OECD 和 UN 決定是否要和那些非洲國家強化合作關係的重

要指標。在解決非洲教育、水資源和疾病等方面，可以看到傳統援助國透過多邊

組織，合作協調的情形。而新興援助國在人力和物力上，無法與大國相比，在非

洲政策上會避免直接對抗。因此多邊組織逐漸發展出邀請新興援助國參與合作的

方式，如巴西，主要是因為援助的能力和資金來源較為不足，故傾向於透過國際

組織提供援助。但中國的情形較為特殊，多單獨進行。以阿爾及利亞的交通建設

為例，阿爾及利亞境內的鐵路設備和技術幾乎由中國獨占，但首都阿爾及爾地下

鐵(Metro Algeria)的建設，則是德國 BMZ 與德國西門子交通集團、西班牙車輛製

造廠 CAF 和法國萬喜大型項目公司共同合作建設69。再以阿國的公路為例，由中

日兩國分別得標，各自建造。阿爾及利亞東西橫貫高速公路，東起突尼西亞西至

摩洛哥，總長 1,216 公里，2006 年日本聯合企業 COJAAL(由鹿島、大成建設、西

松建設、HAZAMA、前田建設工業及伊藤忠商事組成)取得東標段建設案，長 399

                                                 
63

 2012 年 7 月第五屆 FOCAC，胡錦濤則承諾 2013 年至 2015 年將提供 200 億美元作為優惠貸款，

故每年平均援助金額約為 66.67 億美元。 
64

 2011 年印度總理在第二屆「非-印論壇高峰會」宣布，3 年內將提供 57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給非洲

故每年平均援助金額約為 19 億美元。 
65

 European Commission-2014 Annual report, p.23 

http://ec.europa.eu/europeaid/sites/devco/files/annual-report-2014-eu-development-external-assistanc

e-policies-implementation-in-2013_en.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1 月 20 日) 
66

 OECD.Stat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FDI_FLOW_PARTNER (查閱日期：2015

年 11 月 20 日) 
67

 ITC Trade Map-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http://www.trademap.org/tradestat/Bilateral_TS.aspx  

(查閱日期：2015 年 11 月 20 日) 
68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5_en.pdf (查閱日期：2015 年 11 月 20 日) 
69

 阿爾及爾是繼埃及開羅之後，第二個擁有地鐵的非洲城市，2011 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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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中標段和西標段長 528 公里，則是由中國聯合企業 CITIC-CRCC(中信集團-

中國鐵建組成)得標。 

    另外，就日本而言，法國是共同阻止中國在非洲擴大勢力，最密切合作的國

家。2003 年京都召開第三屆水資源論壇期間，JBIC 和 AFD 簽訂合作協定，正式

建立日法政府間的執行機關的合作關係，每年定期開會，交換各自在亞非工作經

驗和進行各項合作討論。合作的重點為非洲的糧食安全問題，尤其是薩赫爾(Sahel)

草原地區70。重要的合作如 2000 年塞內加爾提出「稻米自足國家計畫」(Programme 

National d’Autosuffisance en Riz, PNAR)，優先改善糧食自足，日法兩國則配合塞國，

改善塞內加爾河谷地區(Senegal River Valley)的灌溉系統、建立農業生產和加強農

夫及社區的工作能力。另外，也針對基礎建設進行合作，如 2003 年日法共同耗資

4.5 億美元，在肯亞 Olkaria 火山群地帶，建設 2 座地熱發電廠；AFD 則協助日本

在加彭推廣「母子健康手冊」。 

    2007 年 2 月第 24 屆坎城法非高峰會，席拉克除了邀請非洲 49 國、非盟、歐

盟執委會、聯合國和法語國家組織，森喜朗和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等人

也首度以區域外政府代表的身分與會71。2013 年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

訪日，發表共同聲明，同意針對非洲的糧食安全、氣候變遷及制定「2015 年後國

際開發議程」(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等進行國際合作72。不僅如此，法

日兩國也同時和土耳其進行合作，如2012年 JICA和TIKA締結業務合作備忘錄73、

法國也明白表示願意和土國合作，對抗中國在非洲的商業活動等74。 

    其他如日美而言，歐巴馬剛上台時，較重視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伊拉克等

中東地區與日本的援助合作，直到近期 2014 年 8 月召開「美非高峰會」前，美日

多次召開高層會議，如 2 月和 6 月先後在華盛頓召開官民研討會，就非洲的開發

援助和消除貧窮形成共識，制定具體措施；4 月則歐巴馬和安倍晉三在雙邊元首會

談上，就非洲援助達成協定75。日德方面，則針對水資源進行合作。2011 年 2 月

11 日 JICA 與德國 GIZ 在尚比亞首都盧沙加締結合作協定，兩國在沙哈拉沙漠肯

亞、尚比亞等 22 國進行水資源和衛生方面的合作，以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

標」(MDGs)
76。 

 

 

 

                                                 
70

 薩哈爾是指撒哈拉沙漠和蘇丹草原之間，從大西洋延伸到非洲之角的一條長形地帶，是屬於半

乾旱的草原地區，該地區的人民主要從事農牧業。 
71

 日本外務省「森喜朗衆議院議員(元内閣総理大臣)の第 24 回アフリカ・フランス首脳会議出席」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others/france_07/index.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6 日) 
72

 JICA-フランス政府の援助機関との連携を一層強化

http://www.jica.go.jp/press/2013/20130610_02.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2 月 15 日) 
73

 JICA 與土耳其國際合作協調廳締結業務合作備忘錄

http://www.jica.go.jp/press/2011/20120210_01.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18 日) 
74

 EUbusiness- France seeks Turkey as Trade ally in Africa 

http://www.eubusiness.com/news-eu/france-turkey-china.6v4  (查閱日期：2015 年 9 月 21 日) 
75

 2014 年 6 月 11 日日經中文網「歐巴馬要『重返非洲』?」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9649-20140611.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12 日) 
76

 JICA「ドイツ国際協力公社(GIZ)と業務協力協定を締結」

http://www.jica.go.jp/press/2010/20110214_02.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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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事戰略布局 

 

    2003 年美國率先在吉布地設立了永久性的軍事基地，聲稱是美國反恐的重要

據點。而安倍晉三再任首相後，主張積極的和平主義77，2009 年以打擊海盜為由，

在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2014 年則基於「國家安全戰略」的觀點，修

訂「武器輸出三原則」78為「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79，特別是以促進國際和平和

貢獻為由，將武器及技術移轉至有關聯合國決議授權或參與維持和平活動的機關，

其中特別指出非洲聯盟80。不僅如此，各國都在積極取得非洲重要的戰略據點，如

日本取得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和肯亞的東非第一大港蒙巴薩港(Mombasa)開發案。

2013 年 3 月習近平訪問坦國時，也宣布投資 100 億美元協助坦尚尼亞港口開發。 

    除此之外，2010 年中國安徽對外經濟建設公司承建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的國

防學院，同時在辛國馬蘭吉(Marange)鑽石礦區，建造現代化的高科技空軍基地，

聲稱為了保護中國投資企業的安全，但被解讀為挑戰美國及歐盟的軍事布局81。中

國的崛起在非洲最為明顯，相對於「法蘭西非洲」，2001 年來西歐國家開始有了「中

國非洲」(Chinafrique)的模仿詞出現82，2008 年發生金融風暴後，先進國家經濟重

創，中國的經濟卻未受影響，相對更加成長，在非洲尋覓能資源的舉動，讓各傳

統援助國更加不安，因此有論者認為，美日各國在非洲的軍事佈局是針對中國而

來。 

    而非洲 2013 年阿爾及利亞的人質綁架事件、索馬利亞的伊斯蘭武裝份子和奈

及利亞的「博科聖地」及伊斯蘭國(ISIS)的規模和恐怖事件增加，預計未來，各國

在非洲會有更多的軍事戰略佈局出現。 

 

五、能源合作開發 

 

21 世紀被稱為是爭奪非洲資源的世紀，尤其東部和南部非洲是各國積極佈署

                                                 
77 「積極的和平主義」是指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世界的權力平衡變化激烈，面臨北韓發展核彈、

國際恐怖攻擊和網路攻擊等安全問題，日本政府除了持續和平國家的道路，參與聯合國維和行

動，強化美日和區域的聯盟關係，更要採取積極的作為，包括設置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制定「國

家安全保障戰略」及「防衛計畫大綱」等，加強日本的安全防衛。詳細請參考：日本外務省「日

本の安全保障政策」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page22_000407.html  (查閱日期：2016

年 3 月 11 日) 
78

 1967 年 4 月 21 日日本政府通過「武器輸出三原則」，規定有三種情形不得出口武器：①共產世

界國家；②聯合國決議禁止出口武器的國家；國際爭端當事國或是有爭端之虞的國家。「武器輸

出三原則」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arms/mine/sanngen.html (查閱日期：2016 年 3 月 11

日) 
79

 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政府依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過去的「武器輸出三原則」修訂為「防衛

裝備移轉三原則」，內容為：①明訂禁止移轉的情形；②限制許可移轉的情形並嚴格審查及公開

資訊③確保有關不符使用目的及移轉至第三國的適當管制。詳細請參考：日本外務省「防衛装

備移転三原則について」 http://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1w_000097.html (查閱日期：

2016 年 3 月 11 日) 
80

 経済産業省「安全保障貿易管理―武器関連」http://www.meti.go.jp/policy/anpo/qanda01.html  (查

閱日期：2015 年 3 月 30 日) 
81

 2014 年 3 月 8 日自由時報「前進非洲 中國擬在辛巴威設軍事基地」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760263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7 日) 
82

 近藤大介，前引書，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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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區域。新興援助國在 21 世紀後，開始和非洲建立能源合作，如 2004 年起

中國以「安哥拉模式」在非洲過國以換取石油；2006 年南韓總統盧武鉉訪問非洲，

建立能源合作關係；2007 年印度召開「印非能源合作會議」等。相較比起來，日

本在非洲建立能源合作的舉動較其他國家遲緩，許多具有資源民族主義(resource 

nationalism)意識的非洲國家，早已成立國營礦業和石油公司，以掌握和先進國家

議價的籌碼。礦物資源方面，由於日本的採礦技術優越，大多都能獨立取得，如

在莫三比克太特省(Tete)的煤炭開發。但石油和天然氣方面則是採取共同開發的合

作模式，如莫三比克外海巨大的天然氣田開發，JOGMEC 雖然出資三井物產，事

實上是和美國的 Anadarko Petroleum Corporation 共同合作開發83。 

此外非洲國家缺乏石油開發技術，不得不仰賴外資，也有民營化的情形出現。

如非洲第一大產油國奈及利亞，過去完全由奈及利亞國營石油公司(NNPC)獨佔，

但是經營不良，正在逐漸民營化中。目前在非洲重要的產油國幾乎都能見到中國

的能資源部署，如北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蘇丹、辛巴威和尼日等國都是中國

近年來投資的新國家。這些國家共同的特色是，都曾因為人權和軍事政變等問題，

被凍結經濟援助，而中國都趁此時機投資該國石油開發。因此相形之下，日本由

於先天技術不足，後天錯失時機點，必須採取和他國共同合作的辦法。但先進國

家為避免開發風險，也常採取聯合開發的方式，相對地也給了日本取得非洲資源

的機會。如安國政府雖擁有國營 Sonangol 集團，但缺乏石油開採技術，必須引進

外資，導致油田的權益常由數國瓜分，如安哥拉 14 區(Block 14)，Sonangol 僅取得

20%，其他由美國石油公司雪佛龍(Chevron)取得 31%、義大利石油公司取得 20%、

葡萄牙石油公司 Galp
84取得 9%等。2013 年日本國際石油開發帝石公司取得石油公

司道達爾(TOTAL)在安國子公司 Angola Block14.部份股權，間接獲得安哥拉 14 區 

9.99%權益。 

                                                 
83

 三井物産の取り組み―挑戦と創造「モザンビーク」

https://www.mitsui.com/jp/ja/business/challenge/1199552_1589.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3 月 31 日) 
84

 2011 年中石化取得 GALP34%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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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研究目的為從日本對非洲外交政策中，觀察日本追求國家利益的改變

現象，故跳脫過去援助的觀點，改採利益的觀點來審視。而本文定義日本追求的

政治利益為中國因素、國際威望和入常機會，方法為透過無償援助來審視；經濟

利益則是能資源部署和日本海外商業利益發展，方法為透過日圓貸款、日本財界

的直接投資和日非貿易量來審視。研究的對象是日本的經濟官僚、政治官僚、自

民黨派閥和首相以及財界。 

    本文研究發現共有三項：首先，日本的國內權力在援助非洲過程中，發生變

動。其次，日本成為國際援助體制中的領導者；其三，非洲是中日爭奪的戰場，

就日本而言，中國是制度的破壞者；其四，非洲是日本二十一世紀的投資新市場。 

    在未來展望與建議上，由於日本的經濟外交不僅在外交，在維持國內經濟成

長上，越趨重要，於是專業的決策能力相形重要，非洲議題是否促使日本經濟官

僚的權力再度上升?中日對立是否持續反映在非洲大陸?而非洲是國際合作的舞台，

還是列強二十一世紀門戶開放政策的新對象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發現日本的國內因素延宕了日本發展非洲外交政策，也因此政治利益的

追求落後於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國際因素則是推動日本追求政治利益的重要力量。

而這兩股力量，直到 2005 年後才成為同向能量，而日非關係也反映出了日本國內

政治由「官僚主導」、「政治主導」轉變到「官邸主導」的過程。而後冷戰至今，

因為反中情結和入常，日本政官財「鐵三角」經過相當的時間磨合，才在非洲政

策產生共識。此外，日本之所以成為國際援助體制的領導者，在於 TICAD 具準公

共財性質和發揮外部經濟。而非洲成為中日爭奪的戰場，主要原因來自於聯合國，

其次原因來自於天然資源。最後，非洲是日本二十一世紀的投資新市場，對日本

的企業家來說，也是第二個亞洲。 

 

一、日本國內權力的變動 

 

(一) 經濟大國下的經濟官僚強勢 

 

    日非關係的開始最早可溯及到 1910 年，南非、埃及和衣索比亞等國是日本在

1960 年非洲獨立風潮前，已經建立外交領事關係的國家，可見距離因素並非是影

響日非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日本的戰後體制。在和平憲法的限制及

在美日安保的軍事保護傘下，50 年代起日本選擇了「經濟大國」路線。冷戰時期，

日本唯一的盟友就是美國，不需要發展軍事力，只需要發展經濟力，而戰後存留

下來的經濟官僚和亞洲戰爭賠償的議題，日本的決策完全來自於大藏省等權力強

大的經濟官僚主張，集中在亞洲發展經濟外交。 

        1970 年代發生石油危機，鄰近中東的非洲成為日本分散能資源供給的來

源，於是日本增加了日圓貸款，證明在冷戰期間日本援助非洲是以經濟利益為優

先考量。1980 年代國際興起援助非洲熱潮和聯合國關切非洲問題，於是中曾根康

弘提出「政治大國論」，決定運用日本慣有的經濟外交手段來提升國際地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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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日本累積了膨大的貿易黑字，從經濟官僚的觀點，透過經常帳的移轉，

幫助日本減少出超，又可進行國際貢獻，一舉兩得。於是外務省獲得的預算不斷

增加，給予非洲的無償援助開始超過日圓貸款。 

 

(二) 國際因素使官僚間權力拉近 

 

    然而冷戰結束前夕發生的波斯灣戰爭，成為日本追求政治利益的重要推手。

宮澤時期通過了兩大重要法律文件「PKO 法」和「ODA 大綱」，前者不僅增加了

日本參與國際貢獻的機會，更讓日本自衛隊走向海外解禁；後者的納入了海部俊

樹(Toshiki Kaibu)的四原則，不僅讓外務省援助工作有法律依據，更讓對外援助多

了層政治色彩。80 年代日本的援助在非洲國家中確實產生了影響，更激起了外務

省進一步從非洲國家獲得權力提升的興趣，於是有了 1993 年的 TICAD。然而當時

自民黨最大派閥竹下派主政，國內瀰漫嚴重的金權政治，政官為了迎合財界，政

策和預算統籌的重心停留在亞洲追求經濟利益，瀆職醜聞不時出現。 

    外務省將非洲政策視為是維持官僚權力的手段之一，設法藉由非洲問題提升

在日本官僚中的地位。TICAD I 後，外務省多次召開準備會議，獨力謀求發展非洲

政策的生存之道，因此 TICAD I 和 TICAD II 有了「亞非經濟論壇」等主張出現，

美其言是象徵日本代表亞洲扮演領導者，促進亞非之間的合作，然而事實上，從

國內因素考量，很明顯的是與財界無意發展日非經濟有關。除了日本的經濟重心

在亞洲外，90 年代非洲政治不穩定也是主要的障礙。於是從整體來看，90 年代非

洲的援助金額僅次於亞洲，事實上卻是小巫見大巫，無論在無償援助或是日圓貸

款，亞洲得到的援助金額都遠遠超過非洲。 

 

(三) 外務省權力上升 

 

1993 年 TICAD I 召開後，外務省為日本的國際貢獻成功打開知名度，但是風

聲大雨點小，欠缺國內的支持。一直到森喜朗時期，自民黨都是以重視亞洲邦交

的竹下派為最大派閥，但森喜朗屬於森派，勢力小且擔任首相時間短，所以非洲

政策未能脫穎而出。直到 2001 年的行政改革，首相的權力上升，「官邸主導」促

進了外務省的權力上升。 

    小泉純一郎繼任首相後，森派成為主流勢力，大藏省改組為財政省，不再是

「最強的官廳」。官邸的領導能力提高後，在首相個人的意志下，改革意識強烈的

清和會，得以陸續實現非洲政策。對外 2003 年 TICAD III，小泉宣布日本將與非

洲的「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合作，不再強調亞非合作，直接以 NEPAD

作為 TICAD 會議的優先考量，成了唯一代表聯合國的國際援助會議，這項轉變引

起了非洲國家的興趣，2008 年 TICAD IV 時，AU 成為主辦單位之一。對內，小泉

在「海外經濟合作會議」審議 ODA 的策略，採取由各省廳制定具體援助計畫，然

後賦予外務省協調各省廳的角色。2005 年聯合國爭常失敗後，小泉更加正視提升

日本國際地位，必須借助非洲國家，而解決非洲問題是關鍵，於是 2006 年小泉在

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失敗後，特地前往 AU 發表演說，直接提到早日實現聯合國安

理會改革的期望，要增加非洲的代表性，日非必須加強合作，除了增加援助金額，

表達藉由共同的經濟利益，來謀取日非間共同的政治利益的決心，換言之，日本

援助非洲以獲取政治利益優先。 

    非洲政策受到重視後，外務省的權力也因此勝出。從 ODA 分配就能發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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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ODA 預算持續減少，也未影響到非洲地區得到的 ODA 分配比例，甚至比例增

加，受到排擠的卻是以往經濟官僚所重視的亞洲地區。換言之，日本政府為了追

求政治利益，陸續增加投入非洲的 ODA，轉而放棄可以在亞洲獲得的經濟利益。 

 

(四) 政官財共識的磨合 

 

    日本對非洲政策雖然政治利益優先經濟利益，但是經濟官僚未曾放棄「經濟

大國」路線以來，所追求的經濟利益。雖然某種程度上犧牲了在亞洲的經濟利益，

但 2005 年後隨著國際間逐漸出現投資非洲熱，經濟官僚和財界也開始朝向非洲發

展經濟利益，動作頻頻，出現了政官財共識的磨合。如財政省和非洲開發銀行

(AfDB)、國際關稅組織(WCO)等國際組織密切合作，2012 年 AfDB 在日本東京設

立首座亞洲辦事處，定期召開年度大會；以及目前財政省和 WCO 在非洲共同推動

「One Stop Border Post, OSBP」系統等。而經濟產業省則是 2007 年 11 月由大臣甘

利明特地訪問南非和波札那，提出產業合作的提案，隔年其所屬機構 JOGMEC 在

波札那設置探勘中心，探測稀有金屬，著手日非共同開發。2013 年 5 月 18 日經濟

產業省在東京召開首次「日非資源部長會議」，8 月大臣茂木敏充更帶領日本企業

調查團，為首位出訪肯亞和坦尚尼亞的經濟產業大臣。 

 

二、國際援助的領導者 

 

觀察日本援助和國際援助，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日本的援助精神是追求海外

經濟獲利，故 ODA 被視為是經濟外交的一環；而國際援助重視的是解決發展中國

家的結構性問題。這種經濟利益掛帥的援助方式，被堅持傳統援助，關切民主、

自由和人道等問題的西方國家所詬病，所以 1993 年宮澤內閣制訂「ODA 大綱」，

加入 ODA 四原則，來限制對外援助的對象。但事實上，日本的援助方式相當程度

嘉惠了援助國和受援國間雙方的互利關係，因此日本政府標榜過去在亞洲成功的

援助經驗，深信若把這套援助模式帶到非洲，將會創造第二個亞洲。也因此 1991

年 9 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外務大臣中山太郎積極的倡議日本要舉辦非洲元首級的

發展會議。 

日本在援助非洲的過程中提高了國際威望和增加入常機會，原因在於援助非

洲的模式和以往日本援助亞洲的模式非常不同，首先是 TICAD 政治色彩濃厚；其

次為取得外聯合國國際援助的外部經濟；最後則是具有設定和領導議題的功能。

這三項功能，是日本提高國際威望和增加入常機會的主要來源。 

 

(一) 政治意義 

 

    歷屆 TICAD 中，日本除了提倡援助國間的協調性和受援助國的自助努力外，

不斷重申「民主化」和「善治」的重要，和傳統日本 ODA 相較，TICAD 不但擁

護 IMF 和 WB 提出的結構調整方案(SAPs)，但也不忘強調亞洲援助模式的優點，

重視受援助國的「自主性」。因此，TICAD I 在非洲國家間相當受到歡迎，因為過

去實施 SAPs 不僅造成非洲國家的經濟更糟，甚至被批評喪失國家自主權。此外，

會議中列入國際關心的氣候環境、傳染疾病和教育問題，甚至聯合國改革等議題，

有強烈的政治利益導向。 

    所以在援助非洲事務上，日本不分國家，傾向和各國合作。尤其在解決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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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資源和疾病等方面，可以看到日本與傳統援助國間合作協調的情形。楊

其日本和法國最密切合作的國家，兩國合作的互補性高，法國協助日本勢力進入

西非，日本則協助法國勢力進入東部非洲。如 2003 年 JBIC 與法國的援助執行機

關 AFD 簽訂合作協定，合作內容為解決非洲的糧食安全問題，日法兩國配合塞內

加爾的「稻米自足國家計畫」，改善塞內加爾河谷地區(Senegal River Valley)的灌溉

系統、建立農業生產和加強農夫及社區的工作能力；2003 年日法共同耗資 4.5 億

美元，在肯亞 Olkaria 火山群地帶，建設 2 座地熱發電廠；AFD 則協助日本在加彭

推廣「母子健康手冊」。2007 年 2 月第 24 屆坎城法非高峰會，席拉克特別邀請森

喜朗參加，現任總統歐蘭德訪日，也特別針對非洲的糧食安全、氣候變遷及制定

「2015 年後國際開發議程」等，發表共同聲明。 

    其次，90 年代日本頻繁舉辦的 AAF 和 AABF，更隱含著日本要代表亞洲，扮

演區域霸權的角色，主導亞洲和非洲之間的國際事務。此外，在新興援助國合作

方面，日本也以「三角合作」的方式，讓新興援助國能夠分擔援助的角色，如 2011

年 JICA 和印度合作，在新德里提供非洲國家有關道路建設研習；和巴西則是在莫

三比克進行農業合作。而非洲南北兩大強權，南非和埃及，援助金額雖然不高，

政治意義也特別重要，分別埃及是日本向中東和漠南非洲宣示政策的重要根據地。

日本和這兩個非洲南北大國都簽有「科學技術合作協定」，透過科學技術合作，試

圖讓這兩個區域強權也分擔「三角合作」。 

    最後從非洲地域來看，東部和南部非洲一直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區域，位於東

非的坦尚尼亞和肯亞是日本投注援助金額最多的國家，而坦國更因為公開支持日

本成為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後，成為日本在漠南非洲金額第一高的國家。就援助重

點國來看，非盟所在國衣索比亞的援助金額也是榜上有名。另外，在蓋里和安南

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埃及和迦納的無償援助都明顯增加。而最近 2013 年發生

伊波拉病毒後，象牙海岸、幾內亞和獅子山共和國等西非三國的援助額就明顯增。 

 

(二) 外部經濟的獲利者 

 

    1991 年 9 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外務大臣中山太郎倡議日本要舉辦非洲元首級

的發展會議，接著 1993 年召開了第一屆 TICAD，代表著日本成為聯合國國際援助

體系的追隨者。相較於其他 OECD-DAC 會員國，TICAD 並非單純的一對多國際

會議，日本努力邀請 UN 代表、UNDP 總裁等聯合國相關人員，到後來 IBRD 和聯

合國秘書長都親自出席，使 TICAD 成為代表聯合國在非洲問題的重要會議，因而

具備了准公共財的性質，但 TICAD 中，日本又宣揚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援助理念，

甚至改變了西方主導的傳統援助模式，於是在原有的援助體制下，發展出新的援

助模式，取得外部經濟。 

    此外，TICAD 也是日本為了降低非洲援助成本的重要平台。和中國單打獨鬥

的「安哥拉模式」非常不同，它早期呼籲「南南協力」，到後來強調援助國間的協

調合作關係，與各國分擔風險，合作建立非洲各項公共財，等到非洲政治穩定和

經濟成長後，於是鼓勵日本企業前往投資，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三) 建立國際建制 

 

    TICAD 是日本向非洲展示援助政策的重要，透過非洲問題，日本不斷建立國

際建制。首先，透過 TICAD I 後續會議的努力，TICAD II 起，成功的讓是項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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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成為定期會議。而 TICAD II「東京行動計劃」的成果，也成功納入了 1996

年日本在第 34 屆 OECD-DAC 高階會議提出的國際發展目標(IDGs)，後來更成了

2000 年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的內容。2002 年聯合國大會和 G8 分別

接受非洲「非洲新夥伴發展計畫」(NEPAD)後，日本也將 NEPAD 的五大重要計畫

和 TICAD III 做出結合，於是 TICAD III 獲得了非洲國家的肯定。2008 年 7 月日本

輪值主席國，召開第 34 屆北海道洞爺湖 G8 高峰會，也將 TICAD IV 會議的討論

結果，放入高峰會的主題中。 

    Robert O. Keohane 指出若霸權無力承擔時，將會轉嫁額外的負擔給其他盟國，

特別是二級強國85。而日本是美國重要的盟國，波灣戰爭中，美國要求日本進行國

際貢獻，很清楚的就是一項轉嫁。從此以後，日本除了參與聯合國援助體系，在

上述各項國際會議中，日本針對非洲事務發揮許多的議題操作能力，受到的美壓

減少。「三角合作」的發明，更滿足了新興援助國或是非洲區域強權的威望需求，

藉此吸納強權，讓這些國家和日本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議題上達成良善的共識。

因此，日本除了獲得非洲國家支持，另一個目的則是利用聯合國援助體制由追隨

者，逐漸成為領導者角色(詳見圖 6-1)。 

 

三、日本挑戰中國的新戰場 

 

    非洲過去是美蘇兩大強權的代理戰場，現在則是中國一枝獨秀。過去日本的

國內因素限制了日本和非洲交往的積極程度，日本僅視非洲為獲取經濟利益的對

象；而中國 1976 年至 1982 年間，專注於發展國內經濟，中非關係呈現真空狀態，

所以日本未在非洲出現競爭的態勢。但冷戰結束後，非洲國家成為日本擺脫戰敗

國身分，實現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重要合作夥伴，日本為了爭取聯合國地位，召

開 TICAD；而中國也因為「走出去」的向外發展經濟策略，召開 FOCAC。2011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威脅論」取代了「日本威脅論」；

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威脅了日本自認為東亞區域霸權的地位，促使日

本不得不加快進入聯合國的權力核心的腳步。而非洲的珍貴天然資源，隨著非洲

的政治地位上升和經濟成長改善，各國積極伸展觸手外，日本在中國勢力強大的

非洲，戰火更加如火如荼。 

 

(一) 挑戰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 

 

    中國在萬隆會議後，發展非洲外交，90 年代後積極投資非洲建設，20 世紀則

是形成了「北京共識」，其援助精神是「不干涉內政原則」和「安哥拉援助模式」，

也是目前亞洲國家中提供非洲援助的第一大國。2010 年至 2014 年非洲占了中國整

體援助額 51.8%，但鄰近的中國卻從未成為日本 TICAD 的座上賓，日本遵從的「華

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在非洲大陸上，彼此競爭(詳見圖 6-1)。尤其安倍晉三

回鍋首相後，主張積極和平主義，激化中日關係，兩國增加挑釁的言論。以日本

為首所推動的國際援助模式，指謫中國是體制的挑戰者更是破壞者；而中國也認

為其在非洲施行的援助模式，受到汙衊，並非新殖民主義，反而日本政府才是假

借國際貢獻之名，行軍國主義復興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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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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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衣索比亞為例，衣國和日本同為親美國家。1974 年衣國因為社會主義得勢，

建立共產政權，日本因此援助緩頰，但中國自從 1970 年建交後，則不斷加強投資，

為衣國建造公路、獸醫站、發電站和供水工程等 19 項建設案，強化雙邊關係。可

見在冷戰時期，日本與西方、中共攜手對抗蘇聯，且中共改革開放之時，中日間

互補性高，故日本未與中國發生援助競爭。但冷戰結束後，援助競爭的現象卻發

生了，尤其是政治意義的援助競爭。受東歐變天，共產主義不再具有吸引力之影

響，1991 年衣國建立民主政治後，日本不斷地增加無償資金援助給衣國；1963 年

周恩來訪問衣國時，衣國受到美國的壓力，一度拒絕在首都接待中共訪問團，但

到了 1996 年 OAU 則邀請江澤民發表演說，中國在非洲國家中受到歡迎的程度，

可見一般。日本方面則是為了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想依樣畫葫蘆，召開

TICAD I，希望藉此拉攏非洲國家在聯合國的票源。而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是

AU 總部的所在地，AU 代表著非洲國家共同的聲音，1996 年起日本決定提供資金

做為 OAU 和平基金支用86，增加和 AU 的合作關係；而聯合國創立 60 洲年時，小

泉純一郎和四國集團(G4)積極推動聯合國改革時，當時也積極尋求 AU 的支持。 

中國對於日本的盤算也不惶多讓。2005 年胡錦濤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時，表示

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但主張應先增加開發中國家的代表席次，並堅決反對日

本入常。2005 年 G4 的安理會改革方案以失敗告終，首相小泉純一郎發現必須更

加戮力於非洲國家，2006 年首次以日本首相身分，前往 AU 總部訪問，演說中表

示未來 3 年 ODA 的援助金額將增加一倍，更明白提到希望獲得非洲國家的支持，

早日實現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增加非洲的代表性87。但 2012 年，中國就完全出資，

歷時 3 年，耗資 1.5 億歐元，建設 AU 新總部為阿迪斯阿貝巴第一高樓，胡錦濤還

親自到場進行剪綵。2014 年安倍晉三特地前往 AU 新總部，表示除了加強對衣國

援助，提供 3.2 億美元協助南蘇丹和中非等地區恢復和平穩定外，更提醒非洲國家

們「日本才是應該選擇的真正合作夥伴」，從中日元首的言行當中，可以嗅出兩國

在非洲競爭的火藥味。 

    相對於 2001 年森喜朗才首訪非洲，胡錦濤擔任副國家主席與國家主席時，1999

年至 2009 年就曾 6 次訪問非洲88，而日本提出的安理會改革決議案又未能符合非

洲國家的期望，以至於改革案最終宣告失敗，顯見 2005 年前日非關係比起中非關

係確實薄弱許多。安倍晉三第二次上台後，主張積極和平主義，採取更積極的非

洲外交政策，也是繼小泉之後，最頻繁訪問非洲的日本首相。2012 年 7 月 23 日中

非合作論壇通過「北京行動計畫 2013-2015」，中國承諾 3 年內提供 6 億人民幣(約

9,668 萬美金)的無償援助、將中非發展基金擴大到 50 億美元後89，隔年 6 月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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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外務省-我國透過出資 AU 和平基金方式援助 AU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oau/shien.html (查閱日期：2015 年 1 月 6 日) 
87

 小泉首相於非洲聯盟總部的非洲政策演說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koi_0501.html (查閱日期：2014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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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錦濤 6 次訪問非洲時間為 1999 年(馬達加斯加、迦納、象牙海岸和南非)、2001 年(烏干達)、

2004 年(埃及、加彭和阿爾及利亞)、2006 年(摩洛哥、奈及利亞和肯亞)、2007 年(喀麥隆、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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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里西斯)。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node_7060707.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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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簡稱 FOCAC)於 2000 年成立，目的在非洲國家

的協助，加入 WTO。參見 FOCAC 第五屆部長會議—北京行動計畫(2013 至 2015

年)http://www.focac.org/chn/zt/dwjbzh2012/t954617.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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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三就在 TICAD V 宣布往後 5 年，要積極推動官民合作，日本政府的產官合作援

助金將由 92 億美元增加到 320 億美元，其中 140 億美元屬於政府開發援助。2014

年 1 月 10 日，為期五天行程中，安倍分別拜訪象牙海岸、莫三比克和衣索比亞，

並在三國加開援助金的支票90。2015 年 2 月 10 日安倍內閣將「ODA 大綱」修正為

「開發協力大綱」，明定政府將協助日本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特別是鼓吹國內中小

企業進入非洲91。2014 年 9 月安倍參加聯合國總部「日本‧非洲區域經濟共同體議

長國元首會議」時，更仿效 FOCAC 輪流在兩洲間舉辦的方式，透露 2018 年要在

非洲舉辦 TICAD 的意願。除此之外，包括利用日本過去給予中國和許多東南亞國

家日圓借款的還款，轉為援助非洲的資金，提高日圓貸款倍增到 20 億美元。 

    中國不斷向非洲國家強調「兄弟情誼」，是聯合國裡第三世界的代言人，為第

三世界發聲和伸張正義，在非洲的勢力略勝日本一籌，但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的名言：「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2005 年後中國開始擔心聯合國權力核心變動的可能性，加上近年中國自身經濟成

長趨緩，也影響到了非洲的出口，非洲勞工受到中國企業的剝削的事件屢屢傳出，

非洲國家逐漸警覺到種種「中國風險」後，確實有動搖的跡象，對於主張先進技

術移轉的日本，轉而表示歡迎，希望藉由日本的勢力，牽制中國在非洲的擴張92。

中日兩國的區域霸權競爭已蔓延到非洲，同時非洲也嘗試在這兩國中取得最佳平

衡點，已非過去一邊倒向中國。 

 

(二) 軍事戰略布局 

 

    非洲大陸也是中日密切建立軍事合作的場域。首先，1992 年宮澤內閣時期通

過 PKO 法，讓自衛隊有了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法源依據，於是內閣府設立

了「國際和平協力本部」，9 月日本參加了首次的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UNAVEME 

II」。1995 年日本開始修改「防衛計畫大綱」，將國際和平貢獻列入自衛隊的職能，

2004 年再度修正「防衛計畫大綱」，明訂國際和平合作是自衛隊的基本任務，從此

積極涉入非洲的軍事活動。2008年日本開始提供援助給非洲 13所 PKO訓練中心，

2010 年 3 月防衛省成立「國際和平協力中心」，派遣教官至肯亞、迦納、馬利、喀

麥隆、埃及和南非等國進行講習。此外日本以打擊海盜為由，2009 年在吉布地成

立了第一個自衛隊海外基地。2014 年則基於「國家安全戰略」的觀點，修訂「武

器出口三原則」為「防衛武器移轉三原則」，特別是以促進國際和平和貢獻為由，

將武器及技術移轉至有關聯合國決議授權或參與維持和平活動的機關，其中特別

指出非洲聯盟。 

    另外，從冷戰時日本就積極取得非洲重要的戰略據點，如取得埃及的蘇伊士

運河、賴比瑞亞蒙羅維亞港(Monrovia)。2000 年後積極取得各港口的建設案，如東

非第一大港肯亞的蒙巴薩港(Mombasa)，甚至是中國的勢力範圍安哥拉，2008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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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取得安國四大港口的整建計畫。 

    而中國主張援助時「不干涉內政原則」，卻一直是提供非洲國家廉價輕型武器，

製造戰端的主要來源。2010 年中國以保護中國投資企業的安全為由，由安徽對外

經濟建設公司承建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的國防學院，同時在辛國馬蘭吉(Marange)

鑽石礦區，建造現代化的高科技空軍基地。而 2014 年吉布地簽署軍事協議，目前

更計畫在吉布地建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引起在吉布地已有駐軍的美國、法國和

日本等國不安93。但在取得戰略據點方面，雖然 2013 年 3 月習近平訪問坦國時，

也宣布投資 100 億美元協助坦尚尼亞港口開發，中國則是傾向取得各項重大交通

工程，特別是鐵路建設。 

 

(三) 鞏固資源 

 

    在資源佈局上，中日兩國有意避免衝突，故重疊性不高，僅有剛果民主共和

國和蘇丹兩國。但整體來看，中國仍略勝一籌，目前非洲前三大產油國奈及利亞、

安哥拉和阿爾及利亞，都是中國投資金額前十位的國家，但這些國家日本都難以

插手。近來的新興資源國，除了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蘇丹，莫三比克和馬達加斯加

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對象；尚比亞和辛巴威則中國投資的重點現象。但是 2007 年

JOGMEG 和 SADC12 國締結合作備忘錄，顯示日本確保資源依舊積極。此外，衣

索比亞、肯亞和模里西斯等政經環境穩定的非洲國家，中日的投資都非常高。 

 

四、二十一世紀日本企業的投資新市場 

 

    過去的非洲給人的印象是歐洲殖民地，主要出口初級產品。1960 年代獨立後，

卻成了美蘇冷戰時期代理戰爭的主戰場，2000 年成為各國援助競爭的市場，2005

年更成為新興的投資市場。2004 年非洲的初級部門的投資(主要指礦業)佔世界投資

53%，但 2013 年已經大幅縮減到 11%，取而代之的是服務業的投資增加，主要是

因為非洲中產階級增加，消費能力增加，顯示非洲的經濟結構正在改變中。 

    日本對非洲進行援助時，雖然以政治利益為優先，還是難以跳脫經濟獲利的

概念。如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蘇丹，莫三比克和馬達加斯加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對象，

這四國同時也都是新興的礦產國，援助排名都在前十名。尤其福島核災事件後，

日本的天然氣需求增加，2014 年安倍訪問莫國，加開援助支票，JOGMEC 也順勢

出資三井物產與莫國國家石油公司合作開發天然氣田。二十世紀時非洲政治不穩

定，所以日本企業對於投資非洲抱持著觀望的態度，僅有海運布局在非洲重要的

港口，以運送商品和資源。TICAD 出現後，外務省提倡亞非間的「南南協力」，來

減輕日本企業前往非洲發展的風險擔憂，但成效不大，90 年代對非洲貿易僅佔日

本對外貿易 2%，並無太大改變；而投資也主要在南非和賴比瑞亞。但貿易和投資

不同，日非之間的資源稟賦完全不同，發展貿易有助於增加經濟福利，故 2001 年

後在經團連的推動下，日非貿易開始大幅成長，而日本對非洲貿易開始出現逆差

的情形。隨著各國投資非洲的資金大幅成長，審視非洲局勢相對穩定後，2005 年

後日本才開始鼓勵民間投資非洲，亞非合作呼號也因此消失。 

                                                 
93

 BBC 中文網 「吉布地：中國談判在非洲之角建軍事基地」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5/05/150510_djibuti_china_military_base (查閱日期：

2015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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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洲改變風貌的過程中，財界規避投資風險的保守態度，反映在國際投資

潮流中。從早期的海運事業、礦業和汽車工業等製造業投資，到現在非製造業成

為日本主要的投資內容。2001 年前，非製造業中，運輸業 53.0%，服務業僅有 9.7%，

但 2013 年非製造業增加至 81.4%，主要投資在金融和保險業，顯示非洲已經成為

日本財界願意投資的新市場。而在事業版圖上，日本財界也有了變遷，冷戰時期

侷限在阿爾及利亞和奈及利亞等特定資源國家，或是埃及和南非等政情穩定的國

家以獲取商業利益，現在則擴張到非洲各國，尤其是東部和南部非洲國家。日本

政府在援助和財界投資的非洲國家選擇上重疊性高，顯示日本 ODA 在追求政治利

益的同時，仍然不忘海外經濟利益的追求。 

    2013 年東部和南部非洲是 FDI 增加最多的地區，模里西斯和塞席爾是東部和

南部非洲的資金運轉中心。而日本也致力於推動東非地區的 OSBP 系統和「策略

性大型企劃案」，預計在未來會增加更多日本企業的投資，日本的經濟官僚在該區

域的活動也將隨之增加。 

 

第二節  未來展望與建議 
 

    本論文認為冷戰後時代，日本對非洲出現政治利益的追求，而 2005 年後日本

追求政治利益優先經濟利益，隨著非洲和平安定及國際情勢的改變，日本企業增

加非洲投資，預測雙方將會創造共同的經濟利益，但是否日本能夠藉此創造日非

共同的政治利益則不明朗，原因在於未來有幾點必須再深入研究。首先是日本國

內官僚權力的變化，其次為中日競合以及非洲崛起的問題。 

 

一、官僚權力 

 

     在日本追求政治利益的過程中，外務省的勢力逐漸上升，而財政省和經濟產

業省的勢力在 2001 年行政改革中，雖有下降，但影響不大，主要原因還是和日本

一直處於戰後體制，和持續的經濟大國路線有關。另外，冷戰後的日非關係中，

因為東西意識型態的消失，受到美壓的影響小，而藉由 TICAD 推動聯合國的國際

貢獻，日本的國際威望確實升高。雖然過去日本在非洲的貢獻程度，與歐美等傳

統援助國，明顯無法相比，故至 2013 年為止，五屆 TICAD 不斷宣布增加 ODA 援

助金額，而非洲問題的解決幾乎是由日本的倡議在進行，實質上，透過國際貢獻，

日本在聯合國的地位上升。然而，隨著非洲經濟成長，非洲國家表示希望日本增

加在非洲的民間投資，故在未來日本政府需要的已非增加 ODA 援助，而是推動日

本企業前往非洲發展的意願。 

    在過去對非政策中，外務省從獨力主持 TICAD，到成為各省廳的協調者。2000

年後非洲投資環境逐漸成熟，未來經濟產業省和財務省的政策推出，預計會增加

更多，經濟官僚的權力可能因此再度上升。日本經濟外交的本質，是否會使追求

經濟利益導向超越政治利益，值得觀察。而外務省為了維持權力，則勢必要更加

致力於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推動和加強與非洲聯盟的合作關係。政治官僚和經濟

官僚兩者的權力變化在未來值得進一步觀察。 

 

二、中日的競合 

 

    目前存在非洲的援助體制，以代表「華盛頓體制」的聯合國體制為首，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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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國家實施的「北京共識」，為主要的體制競爭者。若以中日來看，日本進入非

洲的先機已經錯過，唯有透過聯合國體制將日本的國家利益作串聯，才能後起直

追。若是以經濟學的觀點來說，日本政府類似以搭便車(free ride)的方式，將自己

的對非洲政策和聯合國援助系統掛勾，為國際作貢獻，從制度的追隨者，逐漸成

為領導者，取得的外部利益部分，就是本文所指的政治利益(圖 6-1)。本文也確實

觀察到歷屆 TICAD 帶領了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變遷，在 OECD-DAC

和 UN 的會議中，日本各項提議都成為國際會議的結論之一，如受援國的自主性、

援助國間的協調性、「南南協力」和「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目標等。而就霸權

來說，其所建立的國際建制，自身是最大的受惠者，除了享受實質利益，就是政

治威望，這兩者都是日本想從非洲國家身上獲得的。然而，在任何國際建制都有

挑戰者，中國就是其一，中國等自樹一格的新興援助國家，就會阻礙到國際援助

建制的穩定，影響到日本所追求的國家利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6- 1 中日的援助體制競爭及日本從聯合國援助體制獲得的外部經濟示意圖 

 

    於是乎日本必須尋找建制的支持者，來鞏固它在國際貢獻中的地位。日法的

互補性高，自然成為日本最密切合作的國家。首先，非洲對於法國的意義，和非

洲對於日本的意義，有雷同之處。雖然法國無所謂爭常問題存在，但日法兩國無

非都是想藉由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來維持或建立大國地位。面對中國在非洲擴張

的勢力，日法近年來都不斷增加對非洲的援助、擴大與非洲的合作領域。雖然日

本對非洲的援助比例，占援助總額 10%上下，2005 年後增加至 20%，仍然遠低於

長期維持在 60%的法國。此外，日本和法國都是屬於國土狹小、資源缺乏的國家，

非洲豐富的天然資源充滿了吸引力，也是兩國確保資源的重要對象。過去兩國在

尼日有共同開發鈾礦的合作經驗，而語言問題和殖民母國的傳統勢力讓日本難以

進入非洲法語國家，所以必須借助法國勢力；而法國方面則是因為非洲的中國化，

嚴重威脅到法國的傳統勢力範圍，所以法國也願意和日本合作，互相協助擴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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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勢力範圍。故中日在非洲大陸的競合，也許可以透過同盟理論進一步觀察。 

    此外，兩國的二戰歷史問題也是造成中日競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萬隆會

議後，苦心經營非洲外交，在非洲建立「安哥拉援助模式」，然而近年來非洲國家

歡迎日本企業的程度，讓中國不禁擔心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若獲得非洲國

家的支持，則日本將會擺脫戰敗國身分，洗脫歷史罪名。1992 年中國總理李鵬出

席第一次聯合國安理會元首會議，力求突破西方自 1989 年以來的經濟制裁，強調

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乃是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當時未曾提到非

洲問題94。但 1992 年第 47 屆聯合國大會，日本和印度等國家提出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改革，主張擴大安理會席次後，1993 年聯合國大會旋即通過決議成立安理會改

革工作小組(OEWG：Open-Ended Working Group)，1994 年 OAU 也發表「突尼斯

宣言」，表達支持聯合國擴大安理會的基本立場。於是 2000 年 9 月江澤民在第二

次聯合國安理會高峰會議中，開始大談非洲問題，表示沒有非洲的穩定與發展，

就談不上全世界的和平與繁榮95。而 2003 年安理會改革工作小組升級為高層委員

會，計畫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時，進行改革。2005 年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時，胡錦

濤不得不開始支持聯合國改革，主張率先增加開發中國家的代表席次，但堅決反

對日本入常。 

    所以日本若要實現安理會的改革，必須獲得贊成聯合國改革的非洲國家支持

日本。從小泉純一郎時期起，日韓關係惡化，中韓和東南亞國家皆聯合反對日本

入常，所以小泉必須加強與非洲國的關係，安倍晉三則以支持潘基文競選聯合國

秘書長的方式，來換取日韓高峰會，避免中韓再度聯手杯葛日本入常。但 2012 年

第二次安倍政權開始後，一改過去和中國修好的態度，在他的俯瞰地球儀外交主

張下，在非洲和中國呈現白熱化的競爭。過去 2008 年起每年舉辦的中日韓高峰會，

在 2012 年 5 月第五屆北京高峰會結束後，也隨著安倍晉三上台，夏然而止96。從

目前中日非洲合作破局以及特意避開正面衝突來看，未來建立共同的非洲援助合

作，非常困難，中日應該會維持著競合關係。 

 

三、非洲崛起的意義 

 

    1963 年 5 月 25 日衣索比亞皇帝海爾賽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倡議成立「非

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也就是今天的「非洲聯盟」

(African Union, AU)，AU 的存在對非洲國際政治地位的影響意義重大，長期以來

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都代表著非洲各國一致的立場。1994 年 OAU 發表「突尼斯

宣言」，表達支持聯合國擴大安理會的基本立場。由於和日本等國提出的「四國方

案」相似度高，是日本極力想拉攏的聯合國大票倉。90 年代蓋里和安南兩任聯合

國秘書長皆出身非洲，2000 年聯合國通過「千禧年發展目標」(MDGs)，更讓非洲

問題正式成為聯合國的重要議題之一。 

    1980 年代 OAU 將工作重點轉至非洲國家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也就是以歐盟

                                                 
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 1992 年 3 月 4 日第 2 號，頁 57 
95

 中國新華網-江澤民在安理會會議上闡述中國關於安理會作用等問題立場 

http://202.84.17.73/world/htm/20000908/105241.htm (查閱日期：2014 年 7 月 11 日) 
9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日韓合作」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zrhhz_610230/  (查閱日期：2015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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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標，將非洲的經濟一體化。目前的五大區域內的經濟整合已經完成，然而跨

區域的經濟整合還在進行中，以北非和西非、北非和東非、東非和南非整合為 3

大路線，但中部非洲國家在跨區域的經濟整合中較弱，是目前建立非洲共同體的

主要障礙。將來若整合成功，將是一個擁有 15 億人口的巨大經濟體。在經濟結構

上，農業人口有逐漸減少而中產階級增加的情況；在投資方面，國際礦物公司在

非洲的資源開採已經逐漸飽和，取而代之的基礎建設和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尤其

東部和南部是外國投資的新寵兒。 

    然而非洲仍然普遍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日本要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絕對不

能缺少非洲國家的支持，協助非洲聯盟強大將有助於建立日非的信賴關係，但強

大的非盟未必是其他援助國所關心或是樂見的，如第二屆「歐非高峰會」就曾經

因為非洲國家抗議英國杯葛辛巴威，延宕多時才召開。從第五章了解到傳統援助

國的特色是，援助上必須遵守 OECD 的援助規定和實現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因此負有解決非洲問題的義務，然而傳統援助國如法國，仍試圖維持過

去的勢力範圍，也設法擴大勢力範圍。強權國家藉由維持國際和平及打擊海盜紛

紛軍事部署非洲，以日本為例，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莫三比克和馬達加斯加

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對象，這四國同時也都是新興的資源國，援助排名都在前十名，

而剛國、蘇丹和莫國都是日本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的對象。而非洲聯盟不似

歐洲聯盟，更不似中國有著中央集權和強大的政府機器，仍舊潛伏著國際政治的

不平等，要成為「崛起的非洲」，並不太樂觀，有可能最後只會形成一種新的「非

洲門戶開放政策」。 

    相較之，中國天安門事件後，為了解決經濟缺口，加強和非洲交往，以基礎

建設交換非洲天然資源，也因此成為促進非洲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其他新興援

助國如印度因為地緣關係，長久以來以東部非洲為援助重心；巴西則因為語言相

通，與莫三比克等葡萄語系國家關係較為密切；其他如中國和韓國等，援助重點

國大多不受歷史因素或地緣和語言影響，而是受到資源分布的左右。新興援助國

是否為日本領銜的聯合國援助體制的攪局者，而削弱了日本從非洲獲取的利益。

當各國一窩蜂的湧向非洲的援助競爭市場，市場價格機能是否因此增加了非洲國

家的議價能力，或者只是造成資源配置浪費，圖利非洲政客?應可從比較利益或是

絕對利益的觀點，值得再進一步觀察，分析非洲持續經濟成長的意義，是成為崛

起的大陸?還是被剝削的大陸? 

    此外，TICAD 成立的宗旨之一，在協調各援助國。日本積極的和傳統援助國

合作，也製造機會讓新興援助國及非洲區域強權承擔國際貢獻，這是 TICAD 和其

他國家在非洲對話機制中絕無僅有的，日本是否能夠成為傳統和新興援助國間的

橋梁，也值得進一步觀察。另外，目前國內學術著作專注於研究特定援助國在非

洲的援助情形，本論文也侷限在研究日本與非洲的援助和經貿交往，僅能發掘日

本過去和現在和非洲關係的改變。若是未來能綜合各主要援助國在非洲的政策，

將有助於對於非洲大陸的全面性瞭解，例如中國已有中印在非洲的援助競爭相關

著作、日本也有中日在非洲的援助競爭相關著作，是值得關心非洲議題者研究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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