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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年 12 月安倍晉三第二度就任日本首相，面臨著來自西南方中國崛起的

挑戰，以及 2009 年起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日本作為亞洲的強國之一，勢必

希望由世界再次出現兩大強權的局面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並且在權力格局中實現

自身的國家利益。日本對東南亞乃至於對越南政策的背後是由過去經濟發展到現

在制衡中國以及作為美國最重要亞洲盟友、與美國維繫同盟關係的考量，防止中

國與美國的過度親近，以及維持區域現狀，並且穩固日本的地位和影響力是主要

目標。 

本論文將分為六章，分別為緒論、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

日本對越南的外交政策、越南方面的回應、以及最後為整篇文章做一個結論。 

 

 

關鍵詞：安倍晉三、日本外交、越南、東南亞、政治經濟 

  



   

 
 

Abstract 

 

Since Shinzo Abe become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n Dec. 2012, Japan has faced 

international structural changes combines of challenges from the ‘rising China’, and 

U.S.’s ‘Pivit to Asia’ policy which is since 2009. As a one of the Strong power in Asia, 

Japan hopes to enlarge its influences and fulfills its national interests. Japan’s policies 

towards Southeast Aisa as well as towards Vietnam nowadays ar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balancing China and maintaining alliance with the U.S., meanwhile, 

preventing U.S. and China from forming so-called ‘G2’ system. Japan’s main targets 

are to preserv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firm its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position. 

This thesis will be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introduction, 

national interests of Japan, Jap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Jap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 Vietnam, Vietnam's response, and finally make a conclusion for 

the whol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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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2 年 12 月安倍晉三第二度就任日本首相，面臨著來自西南方中國崛起的

挑戰，以及 2009 年起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日本作為亞洲的強國之一，勢必

希望由世界再次出現兩大強權的局面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自 2001 年美國總統小

布希(George W. Bush)發動反恐戰爭，以及 2008 年世界金融風暴爆發之後，美國

的經濟開始走下坡，日本經濟學家大前研一認為美國將面臨如同日本在 1990 年

代起遭遇的窘境，也就是美國將陷入它「失落的十年」。美國的衰弱恰恰凸顯了

中國的崛起，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威脅論」的大肆宣揚。為此，2009 年，美國歐

巴馬執政後旋即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以及「亞洲再平衡」(Rebalancing) 

的戰略思維，積極建立一個防止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層面防護網，包括強化盟友

關係、尋求新戰略夥伴、推動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加強與東協(ASEAN)的關係等。 

中國方面對於這些鄰近國家有自己的一張藍圖，包括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區域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等，前兩者在 2013 年由中國發起，接已經

有初步成效；後兩者因為參與國家眾多而尚未取得共識。美國則多是利用區域論

壇如 APEC、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TPP 等方式增進與東協國家的對話，美國也與東

南亞國家進行共同的軍事演習，2016 年東協高峰會更是在美國加州舉行。日本

作為美國在亞洲的最主要夥伴，在配合美國布局的同時，也極力藉由 TPP 爭取

亞洲的領導地位。對於日本而言，防止中國崛起或是中美兩國形成 G2 是首要的

目標。G2 一詞是在「後 G0」時代(亦即當 G7 和 G20 已經無法發揮作用)的產物，

最早是由經濟學家 C．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在其 2005 年的著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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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世界經濟》(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一書中被使用，2005 年

美國副國務卿勞勃·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演講中

要求中國成為國際政治的「負責任利害關係人」，並表示歡迎中國的和平發展，

與美國共同解決國際問題。1 

近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南海主權爭端等諸多議題，提供了日本增進與這

些國家關係的契機，日本所採取的手段包含提升貿易關係、增加政府企業對當地

的投資，以及最近備受注目的基礎建設策略。隨著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情況日益壯

大，以及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構想的發展進程，挾著廣大市場、充沛

原物料、充足人力、絕佳的戰略地位、優惠的投資政策，東南亞成為下一個兵家

必爭之地，尤其在 2015 年 12 月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之後，東協有望成為一個擁有 6 億人口、世界第八大的經濟體。在此

之中，越南的經濟成率長期處於東協之首，至 2016 年甚至達 6.5％，僅次於印度

與中國並列世界第二。東協國家夾在美中兩大國之間，在兩國間採取搖擺策略，

尋找自身的立足點。 

日本與東南亞的淵源可回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了解決國內過剩的生

產與人口爆炸問題，以及身為島國所面臨的資源匱乏問題，日本尋求在東南亞的

擴張以解決發展的困境。戰後，日本為了重回東南亞採取了戰爭賠償的方法已獲

得區域國家的支持，此後日本的東南亞政策聚焦在經濟方法，特別是 1960 年代

以後，以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政策為主，直到冷

戰結束日本都是以經濟為外交主軸。不過，自 2012 年 12 月日本安倍晉三(Shinzo 

Abe)開始他的第二任期後，日本開始轉變它的外交政策，由原先的經濟導向開始

擴展為全方位的外交策略，諸如安倍一上台便推動的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使其

                                                      
1 另外，美國政治學家伊恩·布藍默(Ian Bremmer)指出 G2 的形成有兩個條件。首先是中國有成

為先進國家的自覺，除了必將經濟成長面向由經濟依賴轉變為擴大內需市場的方向外，中國也

不須接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同的法治與保護智慧財產權。第二是美國必須要說服納稅人願意

跨大對外交事務的投資，並取回美國的經濟活力。 

參考：Ian Bremmer 著、北沢格譯，《「G ゼロ」後の世界―主導国なき時代の勝者はだれか》，

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12 年，頁 19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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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自己或盟國遭受攻擊的緊急事態時，得以行使集體自衛權；又如日本與東

南亞國家間積極推動的策略性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還有推動日本成為

「積極和平主義」者(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和新東京戰略 2015(New 

Tokyo Strategy 2015)等，這些政策作為都展現日本不同以往的外交路徑，已經由

經濟為主的政策，進一步發展到高階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合作。 

從最初的經濟層面來思考，日本的東南亞布局以自身的產業發展為思考起點，

特別是湄公河流域的五個國家。越南處於重要地緣位置，就像是中南半島的「蓋

子」，並且全境直接面對著南海，可以說是現在與未來炙手可熱的投資地點。日

越關係的演變如同其他東南亞國家可以追朔至二次大戰期間，不過越南與他國最

大的不同在於越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作為蘇聯代理人與美國進行的越戰，

還有西方國家對其實施的經濟禁運，越南為了生存投向共產陣營蘇聯還有中國的

懷抱，直到越戰結束越南開始調整外交政策以應國內衰退的經濟。直至今日越南

的外交政策已經擺脫過去意識形態的主導，轉向務實彈性的路線。越南作為擺盪

在美中兩大國之間具有東南亞戰略顯要地位的國家，需要在兩大強權之間取得關

係的平衡以利於國家的發展與存續，因此在冷戰結束後，越南採取的就是一種多

角化、多元的外交政策方向，傳統上它與蘇聯(俄羅斯)、中國維持軍事及經濟合

作、與美國則是保有貿易往來，日本的角色對於越南來說是區域內均衡中國力量

的一個重要國家，因為它不如美國的威脅感強烈，且在過往越戰的歷史中，日本

並非一職與美國採取同樣立場，反而是與越南維持貿易和一定的友好關係。 

綜上所述，日本對東南亞乃至於對越南政策的背後是由過去經濟發展到現在

制衡中國以及作為美國最重要亞洲盟友、與美國維繫同盟關係的考量，防止中國

與美國的過度親近，以及維持區域現狀，並且穩固日本的地位和影響力是主要目

標。由於筆者為日文背景出身，基於語言便利性與資料蒐集的可行度，將以日本

作為論文的發展主體，有鑑於近年來東南亞的重要性提升，其中又以越南與日本

在經貿、軍事、文化關係上較東南亞其他國家為緊密，希望從日本和越南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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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立場出發，藉此了解過去與未來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趨勢，探討日本與

越南雙邊關係的發展演變、現在與展望，並且考量日、越兩國在中美競爭之下如

何取得平衡，兩國的合作對於亞洲乃至於世界會產生如何的影響，並且為我國提

供外交政策發展的參考。 

本論文將分為六章，分別為緒論、日本的國家利益、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

日本對越南的外交政策、越南方面的回應、以及最後為整篇文章做一個結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節首先將以國際體系為背景進行探討，筆者選擇以國家利益作為本文的

主軸，從利益角度探討國家外交政策走向。此外在本節第二部分簡單介紹越南的

國家背景，作為後續進一步探討越南外交的準備。 

 

一、 國家利益 

國際關係學派對於國家利益都有基本假設，英國國際關係學者海伍德

(Andrew Heywood)在《Global Politics》一書中將國家利益定義為外交政策對社會

整體有利的方向、目標、政策偏好，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國家利益由國際無政府結

構界定，常被視為與國家安全、存續、追求權力相關，是外交政策追求的策略和

目標。羅斯諾(James Rosenau)認為所謂外交政策就是政治系統面對國內或國際環

境挑戰下的反應，特別強調成員間的關係、能力變化、受到的限制與要求等。其

中外交政策的變化分為默認式反應 (Acquiescent Adaptation)、強硬式反應

(Intransigent Adaptation)、促進式反應 (Promotive Adaptation)、保護式反應

(Preservative Adaptation)四種。2 

    巴斯頓(R. P. Barston)在《Modern Diplomacy》一書中提到外交政策可以被認

                                                      
2 林碧昭，《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0 年，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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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由國家主要目標和總體利益的概括性聲明；廣泛的問題領域和一國優先關注

的事物；以及日常性運作的涉外工作構成。通常在評估依國外交政策時會以國家

的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為基礎勾勒出政策輪廓，核心利益和問題的範圍根據該國

的實際能力、地理位置、感知相異而不同，次要利益則是通過國家關注程度、性

質加以區分。國家的外交政策又可從「取向/偏好」作為考量起點，它能被定義為

政府以及在政治場域中具影響力的個人的態度、處事模式，進而構成一個國家政

治力量的組合。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和其他層次上與國際社會

的其他成員發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響。3現今外交政策研究的國內外分界已經日

益模糊，且結構與行為者(Agency)間相互影響，不能單從由上而下(Top-down)的

系統壓力或是由下而上(Bottom-up)的個別決策解釋。 

    反映在外交政策之中的是國家利益，各學派對於國家利益此一概念有不同的

見解。學者林碧昭在 1990 年著作《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中探討體系與決策的

關聯。假設所有系統中不同成員必須發揮功能、維持平衡以求生存，這些功能包

括利益形成、將利益轉化為政策、將政策轉化為權威和法令、在加以執行。他指

出國際政治依傳統學派的見解為權力政治，也就是國家利益調整的過程，國家在

追求利益時的作為不會超過本身的能力，道德觀念不足構成國家利益的要件，現

實與權力才是國家利益的基礎。4 

    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是理性行為者，會追求國家安全以及權力，新現實主義

者則是認為權力是追求安全利益的手段。英國學者卡爾(Edward H. Carr)提出「國

家利益和諧論」，亦即不同的國家會有共同的利益，為的是維護記得的地位與利

益。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國家利益是以權力為基礎了解國際政治現象的

指標，政治人物的一切行為都是以國家利益為依歸。華爾滋(Kenneth Waltz)認為

國家行為最終都可以用國際系統的權力平衡來解釋，當系統因素成為決定性的重

要關鍵，外交政策的行為者就起不了太大作用。 

                                                      
3 R.P. 巴斯頓著，趙懷普等譯，《現代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年，頁 39-50。 
4 林碧昭，《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0 年，頁 19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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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現實主義承襲格魯秀斯(Hugo Grotius)、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等人自由、平等、自利、理性、自願性合作的個人層次學說，接受新現實

主義對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的假設，但認為應該注重國際體系的動態變化，從國

家相互合作與溝通的變化以及權力分配變化等各種因素解釋國際現象。新自由主

義學者認為的國家利益反映在外交政策的內涵中，這些利益因為國內各種單元的

偏好不同各國顯示出來的國家利益也就不同，他同時具有物質性與理念性層面。

相較於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國家間追求的是絕對利益，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注重相

對利益，也就是行為者獲得的利益較其他行為者相對多。 

    社會建構主義學者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在其 1996 年的著作《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中指出從意義和社會價值所建構的國際體系可以

考察國家利益與國家行為模式，國家利益源於國內因素與偏好，依行為者的能力、

偏好以及相關行為體間的關係決定，並非僅限於物質狀況。但是國家利益並非永

遠是國家固有的，它也可以是根據國際上公認的規範(norm)與理解(understanding)

來定義，是由國際社會成員再不確定的環境裡相互學習模仿、互動形塑出來的，

當國際上公認的規範與價值發生變化時就會引起體系中的國家利益與行為變，國

家利益發生變化國家就會採取不同的行為。5 

     學者將國家利益分為許多層次，知名學者摩根索將國家利益分為主要、重

要、次要，而紐特克南(Donald Nuechterlein)將利益分為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

緊要利益(Vital Interest)、主要利益(Major Interest)、周邊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

生存利益是面臨立即明顯的軍事威脅下應對國家存亡的相關決策；緊要利益是關

係到國家重大安全、政治經濟、人民福祉的事件；主要利益影響國家經濟意義、

政治穩定、人民福祉等；周邊利益則是在主要利益之後的國家利益。 

    日本外交官與學者小原雅博(Kohara Masakiro)在 2007 年的著作《国益と外

交—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の戦略》中國家利益具有全體性(攸關全體國民)、持續

                                                      
5 瑪莎˙費麗莫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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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直接性、兩立性(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道德的差異)的特性。雖然各家學者

和政治家對於國家利益都有各自的見解，但整體來看國家利益有四點內容，首先

國家利益是國家追求的目標，為國家存在的根本，第二，國家追求的是該國國民

的利益，而非他國和世界上其他人民的利益。第三，國家利益與國家實力有密切

關係，因為一國的力量有限，因此必須將欲追求的利益排列優先順序。第四，因

為國家利益的前提是國家存在，因此國家存亡和安全是普遍的國家利益。此外，

小原認為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有「以美日同盟確保國家安全」、「從地緣政治安全

與經濟互賴觀點為亞洲經濟發展貢獻」、以及「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維護

自由貿易、促進國際合作」的三個目標。為了達成目標日本要確立「開放」與「創

造」的基本理念，並採取「創造和平」、「創造與內化國際主義」、「開放的區域主

義/東亞共同體」的三個策略。6  

 

二、 日本外交 

    武田康裕在<東南アジア外交の展開―「アジアの一員」と「先進民主主義

諸国の一員> (1995)一文中提到，日本在戰後 1957 年的第一本外交藍皮書中以聯

合國主義、與自由主義各國相互配合、作為亞洲一員作為外交原則，其中內含包

括重視與美國等西方家的合作，以此作為東南亞外交的基礎，在與東西關係間尋

求日本自主外交的路線，並且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尊重東南亞各國主權，在對等

的地位上成為他們發展的參考模式。雖然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對冷戰時期的美國

政策中可以說是非常重要，但日本在此關係中要展開自主外交的空間有限，而就

經濟重要性來看，東南亞相較起先進國家的市場僅僅是進入障礙較低的優勢，與

其說是經濟合作夥伴，東南亞扮演的多半為受援助的對象，事實上區域合作仍然

是與已開發國家一起進行。武田認為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基本框架為福田主義、

                                                      
6 小原雅博，《国益と外交 世界システムと日本の戦略》，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7

年 10 月，頁 13-34、38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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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橋樑的自主政策、全方位外交、以東協為中心的區域合作等。7 

    西川吉光的《日本の外交戦略》（2012）統整戰後歷代日本內閣的對外關係

路線，戰後吉田茂(Shigeru Yoshida，1948-1954)內閣採取對依附美國的政策，其

後上任的鳩山一郎(Ichirou Hatoyama，1954-1956)批評吉田的路線，追求自主、軍

備的憲法修改，並且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當時美國對於鳩山的自主外交感到緊戒。

鳩山之後，石橋湛山(Tanzan Ishibashi，1956-1957)短暫出任首相，岸信介(Nobusuke 

Kishi，1957-1960)接著繼位，在 1956 年的《經濟白書》中表示現在已非戰後，因

此以北韓議題為契機推動日本回復獨立，岸信介也認為美日英概要保持更平等的

地位關係，但當時日本與美國簽訂的新安保條約在國內獲得民眾的反對，岸信介

的統治正當性受到動搖。池田勇人(Hayato Ikeda，1960-1964)上台後以吉田路線

正統繼承人自稱，避免涉入政治爭議之中，主張經濟優先的路線。不過池田因為

身體不適而由佐藤榮作(Eisaku Satō，1964-1972)接任，佐藤批評池田偏重經濟的

政治方針，主張外交自主性，並且著手處理日韓關係正常化以及沖繩歸還問題，

然而事實上佐藤未脫離池田的路線，他仍然重視與美國的關係，決定主動延長美

日安保條約，並以經濟成長為重田中角榮(Kakuei Tanaka，1972-1974)接著以「日

本列島改造論」取得政權，田中追求顯著的外交成果，一上任旋即訪問中國，與

中國建交並且表示反省之意，此舉除了是回應日本國內對中國的市場需求外，田

中也將中國視為是抑制蘇聯威脅的籌碼。之後田中因為獻金問題而辭職，繼任者

三木武夫(Takeo Miki，1974-1976)制定防衛計畫大綱，強化武器出口三原則。1976

年福田赳夫(Takeo Fukuda，1976-1978)在任內與中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希望對

蘇聯產生牽制作用，在鄧小平於天安門事件重新復位採取改革開放路線之後，福

田又更進一步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大平正芳

(Masayoshi Ōhira，1979-1980)表明日本是「西方陣營的一員」，將外交路線由福田

時期的「全方位外交」調整為「強化美日關係」的政策，日本從戰後復興發展為

                                                      
7 武田康裕，<東南アジア外交の展開―「アジアの一員」と「先進民主主義諸国の一員>，《現

代日本外交の分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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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大國，隨著國家實力和國際環境的改變，身為大國的日本需要為新的國家目

標制訂戰略與方針。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就任首相為了應對北韓的恐

怖行動與人質問題而閃電訪問韓國，此外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在當時也惡化，北方

島嶼周邊的衝突增加潛在的威脅。1980 年代末期隨著東西德統一、蘇聯崩潰，竹

下登(Noboru Takeshita，1987-1989)內閣時期最重要的外交任務就是要消除美日間

的貿易摩擦，強調為世界做出貢獻，波斯灣戰爭影響中東地區石油的全球供應，

因此日本將在經濟與軍事面分擔責任。除了針對歷任首相的解說外，西光指出日

本再生的三個關鍵是：開放性、海洋性(重視美日同盟與亞太海洋同盟、與中國的

大陸外交互惠關係)、國際協調主義。8 

 

三、 越南內政與外交部分 

(一)越南內政 

    越南內政跟中國文化與中共有很深的淵源，政治文化上越南受到儒家文化的

薰陶，政治體制也在戰後走向社會主義路線。陳鴻瑜在《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

(2006)一書中也提到越南共產黨的背景。越共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大會

掌握最高權力，每 5 年集會一次，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會委員，再由中央委員會

選出政治局，政治局中選出總書記9，為權力最高者。1976 年越南勞動黨改名越

南共產黨之後採用新黨綱，並且在黨大會上將國家經濟重心由重工業改為輕工業、

農林漁業，並確立經濟管理等眾多經濟目標。1986 年第六屆黨大會同意以溫和

方式恢復經濟，採取平衡激進與保守路線對經濟失敗進行討論。黨大會根據黨章

是最高機構，但實際上是橡皮圖章，提供上一屆黨大報告黨綱的論壇和做為批准

黨命令及選舉中央委員會的場所。中央委員會每年集會兩次，真正的決策由政治

                                                      
8 西川吉光，《日本の外交戦略―歴史に学べ 海洋国家日本の進路と指針》，京都：晃陽書

房，2012 年，頁 99-118。 
9 共產黨最高權力者應為黨主席，第一任由胡志明出任之後就不再設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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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制訂。10 

    越南同樣也在 1970-80 年代面臨經濟的挑戰而採取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我國

學者宋鎮照在《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1996)一書中提到越南改革開放政策的發

展始末。在越戰期間，北越仰賴外援及國內生產的經濟系統。南北越統一之後糧

食與消費物資不足，經濟狀況惡化與第二次五年計畫受挫，又要面對在柬埔寨受

到的中國壓力，越南無力尋求外界支援，僅有重建國內經濟一途克服在傳統體制

下帶來的危機，因此在 1970 年代後期開始進行一連串的嘗試。1970 年代中葉越

戰結束之後，越南期待快速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國內最大的課題就是恢復社

會秩序；在國際方面則是維持、擴大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關係，安定與鄰國和

西方國家的關係。越南認知到自身經濟情況與和柬埔寨紛爭對國家長遠發展造成

限制，要突破這樣的困境就必須發展多元化、多角化的對外經濟合作，特別是與

東協各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並且創造減輕安保成本的條件。1979 年第 4 屆

六中全會越共提出「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改變中央統治

計畫經濟體制，承認部分自由市場架構，這項政策直到 1981 年才正式實施，將

重點放於農業糧食與工業生產上，隨著社會的穩定，越共得以穩固領導政權，增

加的稅收有助於國家資本累積。11 

    越南基於經濟利益勢必要融入區域與國際的整合趨勢中。Kent Bolton 在

<Domestic Sources of Vietnam’s Foreign Policy>(1999)一文中指出越南國內政策的

首要目標是經濟系統更新，越南政府在 1980 年代之後做出一系列作為，包括

1986 年改革開放政策、1991 年開放和多邊方針、1996 年自主、開放與延續性

的政策等。越南希望維持穩定與和平的環境，並和周邊國家維持區域的正向關

係。12 日本學者白石昌也(1994)認為 1980 年代中葉以後為了改善與東南亞諸

國、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中國的關係，越南開始修正對國際局勢的認識。1986 年

                                                      
10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台北：翰蘆出版社，2006 年，頁 699-671。 
11 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出版社，1996 年，頁 145-149。 
12 Kent Bolton, <Domestic Sources of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Singapore：ISEAS, 1999, pp.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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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黨代表大會確立經濟革新的政策，基本要點包括允許私營企業、國營企

業民營化、吸引外資、鼓勵企業活動、增加人民所得、精簡機關、裁撤冗員、

提高行政效率、懲治貪污等。1988 年起外國資本可以在越南建立企業，由政府

保障權益，越南政府設置加工出口區、鼓勵合營企業、對部分進出口產品提供

免稅優惠。隨著 1989 年以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轉變，越共強調是這些國家本身

的失誤造成的結果，越南不應該重蹈覆轍，因此選擇與中國社會體制轉型類似

的維持政治穩定與經濟改革的方向，對外強調其為太平洋的一員，以亞洲、太

平洋區域為中心展開務實外交，脫離意識形態帶來的束縛。1988 年反對越南最

甚的泰國就提出將中南半島「由戰場轉為市場」、「以合作代替戰爭」的立場，

感受國內外多重壓力的越南也表明沒有建構「中南半島聯邦」的意圖，1991 年

越南在巴黎完成《柬埔寨和平協定》，與中國的關係也在該年走向正常化，美國

與日本也因為越南的友善態度重啟與其的關係，這些作為都反應了越南該繼續

務實外交的實踐。13 

    另外，白石(1994)表示認為改革路線的措施帶有不少政治色彩，比方自中央

將權限分散至地方，黨與國家之間的任務分擔、國會審議機能活化、利用大眾媒

體進行黨與國家的機構淨化運動、減緩對新聞和文藝的限制等，這些舉措對政治

系統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除此之外改革開放政策也帶動了政治多元主義的發芽，

因為它還規範了非社會主義部門越南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經濟的對外開放也使世

界上各式各樣的思考方式得以流入越南內。不過與此同時政府官員徇私舞弊的行

為也存在在國家與社會運作體系中的矛盾與缺陷存在。而且越南的改革也帶來了

一些挑戰，例如財政上的赤字以及原物料的調度等，西方國家的金融援助也並不

順遂，加上 1990 年代以後受到波斯灣危機的衝擊，越南的物價受到波動影響，

造成財政赤字持續和通貨膨脹的問題。國營企業改革緩與農業部門面對的新形態

農業也是造成政府財政赤字的原因。14 越南在經濟堤上尋求多角化合作，在軍事

                                                      
13 白石昌也，《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頁 203-205。 
14 白石昌也，《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頁 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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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議題上和中南半島其他國家的兄弟關係，顯示出政經分離的態度，雖然這樣

的立場並未被東南亞各國和西方國家接受。15 

 

(二)越南外交 

1. 近代越南外交政策 

    近代越南外交一改冷戰思維，採趨務實彈性的外交型態。Carlyle A. 

Thayer(2009)認為越南的外交政策在 1980 年代中後期有第一次改變，其原因第一

是越南國內社會經濟危機，第二是蘇聯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領導下出

現的新政治思想。於是越南在內外的影響下從意識形態的對外關係轉變為以國家

利益和務實外交為基礎的外交政策。1986 年越共第六屆大會通過改革開放政策，

於是越南的經濟與投資對外開放。 

    1987 年越共政治局通過第 2 號決議，自 1989 年越南從與柬埔寨的衝突中撤

出。1988 年 5 月政治局通過第 13 號決議呼籲採取「多方位外交」(Multi-directional 

Foreign Policy)，強調維持和平與利用有利的國際條件以穩定國內情形，並且提供

經濟發展基礎。1991 年 6 月的的第七次大會中也再次確立了「多方位外交」，並

且在之後的政治文件中宣布越南必須發展多元的經濟關係，成為對所有國家的朋

友。16 

    吳東林在<越南國防武器變遷與發展>(2013)一文中提到越南外交政策的發

展過程，1978-1989 年因為越南入侵柬埔寨而被國際孤立，1988 年越南秉持「廣

交友」原則，與世界的所有國家和平共存，此舉有助於加速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正

常化。2001 年越共第 9 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越南進一步推動參與國際整合的外

交政策，2006 年越共第 10 次大會後，越南對外稱願意成為各國的可靠夥伴，將

在多元與 

                                                      
15 白石昌也，《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台北：月旦出版社，1994 年，頁 199-202。 
16 潘金娥，《越南政治經濟與中越關係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30-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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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形式上拓展外交。基於此一理念，越南重視多邊及雙邊的國防合作，以

及年輕官員交流與研究機構的設立。17 

    Carlyle A. Thayer(2009)認為越南的政策改變帶來的七個成就值得注意，分別

是：1991 年 11 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1992 年 11 月重新獲得日本的政府援助、

1995 年 7 月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成為東協成員、與歐盟簽訂合作框架協定、2007

年 1 月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2008 年 1 月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

事國。越南與安理會五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歐洲、北美洲、東亞三個世界主

要經濟中心創造有益的環境。18 

    學者 Bui Thang Son 在<Vietnam-U.S. Relations and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1999)一文中也提到類似的概念。他認為冷戰後越南主要的外交政策方

向有三點，首先是越南致力於推動經濟發展，強調政經層面的彈性結合，越南也

認為區域與全球的整合具有重要性。其次是實施多元和多邊的政策，越南將鞏固

與增進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係於優先目標。第三越南希望強化與世界主要強權國

家的政經關係，這些國家包括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歐盟等，不僅是為了

安全，也提供越南國際參與的有利條件。19 

    另外，Carlyle A. Thayer(2017)指出綜觀越南近年的外交，可以大致分為幾個

時期，分別是 1986 年的改革開放政策、1988 年重視經濟關係、1991 年採取多邊

外交、2001 年後積極發展戰略夥伴關係、2006 年後積極於國際整合。越南的對

外關係以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傳統友邦、和與已開發國家的經濟關係為優先目標。

治 2017 年為止越南已經和主要國家(俄羅斯、印度、日本、中國、澳洲、英國、

美國、法國)等國成為戰略或全面夥伴關係總共 10 個策略夥伴關係以及 15 個全

面夥伴關係。 

                                                      
17 吳東林，<越南國防武力變遷與發展>，《崛起中的越南》，施正鋒主編，台北：翰蘆圖書出

版，2013 年，頁 311-314。 
18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s Defenc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Foreign Relations>, Paper 

delivered to the EuroViet 6 Conference, Hamburg: AsienAfrika Institut, Universität Hamburg, 2009, 

pp.1-56 
19 Bui Thang Son, <Vietnam-U.S. Relations and 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Singapore：ISEAS, 1999, pp.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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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與越南的外交關係 

    Guy Faure 和 Laurent Schwab 在 2008 出版的《Japan-Vietnam：A Relation 

under Influence》是少數直接談論日越關係的專書。作者從二次大戰前開始撰寫

至 2000 年代，期間影響日越關係重大事件包括二戰、越戰、越南入侵柬埔寨等，

並從貿易投資、援助、文化的幾個層面做介紹。作者認為日本對越南的關係並非

進盡是看中經濟利益，而是長遠的來看它的戰略意義，日越的友好關係源於日本

福田主義的目的以及越南願與所有國家成為朋友的渴望。Faure 和 Schwab 並不

認為日本試圖使越南採取日本的發展模式，因為日本深知越南當局會參照中國的

模式，所以日本藉由支持越南加入國際與區域經濟組織/整合來增進自身的經濟

利益。20 

 

第三節 研究問題、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問題 

近年來美國的重返亞洲與中國角力使亞洲局勢變動不斷，美國積極地希望增

強其在亞洲的影響力，同時美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善的共存環境，但是日本並不

樂見這種 G2 (美中)關係的加深，因此日本希望能在美國之外拉攏亞洲其他國家

的合作。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擔憂中國的威脅，但也選擇不太過度依賴美國，

所以採取「對沖/避險」(Hedging) 策略，也就是與大國間採取平衡外交的策略，

以期在美中競爭下獲取最大利益。 

隨著東南亞南海爭端的升高，越南的角色被大大凸顯出來，本文希望從日本

與越南的角度探討在兩強競爭下，探討以下問題： 

1. 日本與越南的考量與策略為何？ 

                                                      
20 Guy Faure and Laurent Schwab, 《Japan-Vietnam：A Relation under Influence》,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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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與越南兩國關係發展狀況為何? 

3. 日本與越南的合作對亞洲局勢會產生何種影響？ 

 

二、 研究範圍 

本論文會從二戰之後的日本對東南亞/越南關係著手，一路鋪陳至冷戰結束

之後，重點時空背景設定為安倍首相的第二任期(2012 年至今)，內亦會探討到美

國與中國因素對於日本、越南外交關係之影響，希望能夠觀察出日本外交的演變

及影響。 

三、 研究目標 

(一) 探究日本對於東南亞的外交戰略 

    本文的研究目標為探討美國重返亞洲政策推行後，日越間關係的調

整與方針，希望藉由兩國關係的探討，了解日越各自的考量，進一步探

究日越關係未來走向，並且檢視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間關係的發展方向是

否也是採取此種方法，期望日本的發展模策略可以成為我國之借鏡。 

(二) 檢視東南亞國家對於區域強權政策的回應方式 

    傳統上國際關係學者對於東南亞國家應對強權的策略包含扈從以及

平衡，越南是典型的平衡角色，即使它與中國的歷史淵源深厚，並且同

樣屬於共產體制國家，這種夾縫求生的外交手腕對於中小型國家而言至

關緊要，因此本論文希望了解這類策略的採取方法，觀察東南亞國家的

外交策略作為我國外交參考指針。 

(三) 做為我國外交政策參考 

     最後希望能過透過經貿、軍事等資料蒐集，提供做為我國外交政策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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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限制 

    本文最大的研究限制在於語言，雖能夠使用日文，但過去沒有學習過越南文，

因此在蒐集資料上可能或缺乏越南的第一手資料，為本文最大憾事。為克服此問

題，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期望能同時學習越南語，使本文論點能夠更全面。 

 

第四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個案分析 

本文將以質化分析進行個案研究，先進行歷史過程的探討、美國在

平衡政策的分析，再者分別從日越兩國的經濟和政治兩大面向進行討論，

經濟面向涵蓋貿易、投資、援助，政治面向則是在軍事安全以及國際餐

與。透過這些層面觀察日越在經貿數據和軍事合作上的變化，在更進一

步思考日越關係未來發展。 

 

二、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研究過程擬將以歷史文件、官方文件、經貿數據和新聞為依據進行討論。 

(二)歷史分析法： 

配合時代背景發生事件的始末，以國家間歷史關係發展脈絡整理出外交

政策的走向，做為檢視日後外交關係發展的參考，以其尋找到一個發展

規律或是關係轉變的要點。 

(三)歸納分析法： 

比較安倍首相與其第一任期甚至是前任首相間對東南亞外交政策之異

同，希望找出一個差異的規律或是轉變的契機。並且希望歸納安倍政府

對越南的外交政策，進而剖析東南亞國家是否也有類似的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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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的國家利益 

    亞太地區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對世界經濟扮演牽引的角色，東南亞與中國的

人口在過去 10 年內增加約 3.3 倍，出口規模緊接著在美國、歐洲之後，區域內

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緊密，中產階級的購買力相當驚人，對於未來日本的繁榮是

不可缺的。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抬頭，世界經濟的重心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

洋，從人口成長來看未來非洲大陸的發展也是不容小覷，整體看來權力平衡已經

出現了變化。 

    除此之外，不僅僅是國家，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力也不斷增大，國際上的威

脅也因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恐怖主義、科技網路等領域擴大而變得更加動盪、

難以掌握，對於未來國際秩序的變化產生不穩定性，北韓的核武/飛彈試驗、南海

爭端、環境汙染、糧食供應不穩定、自然災害等問題是可能阻礙發展的障礙。世

界經濟方面雖然金融體系已經相當發達，國家間相互依存的曾度提高，但區域的

經濟動盪牽一髮動全身，造成保護主義/反全球化的呼聲提高。全球貧富不均是

激進主義、政治不安的來源，難民問題層出不窮。再者全球暖化導致的環境災害

擴大，在水源、食物各方面都產生嚴重影響。 

    國家的外交政策彰顯的是一國的利益，因此在探究日本對東南亞乃至於越南

的外交政策前必須先界定日本的利益，本章分別從為政治以及經濟層面探討戰後

日本的整體國家利益，可以歸納為正常國家、政治大國以及經濟復甦等幾點利益。 

 

第一節 日本的國家利益 

    日本外交的三層次可以從經濟相互依存到地緣政治安保與自身國家層面的

安全需求(美日同盟、美日安保)，進一步擴大到國際層面作為為區域貢獻的大國，

訴諸聯合國中心主義，促進國際社會和平與繁榮。本節分析日本高階政治國家利

益以及低階政治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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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階政治因素—政治大國與正常國家 

(一) 政治大國 

    因為戰爭的負面觀感使日本發展產生限制，1950-1960 年代日本採取「政經

分離」政策，這段期間日本的經濟突飛猛進，不僅取代在 60 年代取代德國成為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是成功成為第一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非西方成員。到

了，1983 年中曾根康弘在國會演說中強調「國際國家」，也就是正式提出成為政

治大國的訴求，當時日本表示要為國際貢獻，但國際參與程度還未能使其成為政

治大國。冷戰後國際不再面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抗的格局，更為一體化、多

元化的國際情勢為日本提供更能發揮的舞台。自民黨將政治大國當作是持續努力

的外交目標，除希望獲得亞太國家的好感，還渴望獲得與美國平等的地位，進一

步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創造有利於己的國際環境。 

日本主要是以經濟與和平手段實現政治大國目標，有學者認為要成為政治大

國的標準可以歸納為以下 5 點：強大的綜合國力；獨立的外交能力；能成為某些

國家或是集團的代表，具有國際號召力；對全球事務廣泛參與並具影響力；在國

際組織中具有決定性影響。不過目前的日本仍然無法擺脫美國的制約，在軍事發

展上仍無法在國際上自由行動，過去的侵略歷史仍然阻礙著日本與其他國家間信

任感的發展。1 

    如果要發揮大國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就是擺脫憲法的束縛，向海外派遣自衛隊、

進行軍力調度。政治大國的地位背後需要有國際的支持，尤其是美國，因此在此

將美日同盟當作政治大國利益中第一項目標。其次是對於外交自主性的追求，不

過至今為止的日本仍然沒有足以影響整個國際體系的實力。再者便是國際與區域

的為的追求。 

 

 

                                                      
1 孫承，《日本與東亞：一個變化的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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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日同盟中的美國支持 

    美日安保是美國對日本政治支持的象徵，支持了當權者執政的穩定性。1951

年日本在取回完整主權之後與美國簽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作為安全合作的基

礎，1960 年 1 月 19 日岸信介內閣與美國簽署新的《美日安保條約》，再次走上

親美道路2，因為當時日本需要依靠美國首肯才能回歸正常。1978 年美日制訂合

作防衛指針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1981 年 5 月 8 日鈴

木善幸(Zenkō Suzuki)與美國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發表共同聲明，正式宣布兩

國的同盟關係。3 冷戰結束之後，美日重新修正同盟關係，他們將安保範圍擴大。

1997 年橋本與柯林頓(Bill Clinton)簽署新的防衛合作指針，內容規範日本遭受武

力攻擊的因應行動、日本周邊發生與安全與和平有影響的事態時之合作4、有效

執行美日雙邊防衛合作計畫。1998 年橋本內閣將南沙群島與台灣涵蓋於安保條

約適用範圍之內。5  

    民主黨執政時期開始對美日關係進行調整。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內

閣提出是「友愛」的外交理念，他認為冷戰後日本被美國主導的市場主義、金融

所掌握，喪失了道義觀念，因此日本應該與美國保持距離，向亞洲各國靠攏。他

在 2009 年提出在通商、金融、能源、環境等進一步進行區域內合作的「東亞共

同體」。繼任的菅直人首相主張改善美日關係，加強對中國防範意識，重視亞洲

經濟戰略。不過同為民主黨的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則強調日本應該強化與

美國的同盟關係。 

    現在的安倍政權支持美國勢力回歸亞洲制衡中國日益增加的行為。2014 年

鑑於東亞南海局勢緊張，中日之間海上衝突一觸即發，歐巴馬進行亞洲行時在訪

                                                      
2 張啟雄，<「政經分離」VS「政經一體」：戰後日本對兩岸政策的形成與轉變>，2006 年 11

月，頁 17。 
3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構

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62-63。 
4 日本發生周邊事態之時，自衛隊可以於後方支持美軍的行動。 
5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構

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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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中表明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之中。即便是美國新總統

川普(Donald Trump)上台後，也與日本維持重要的盟友關係，選擇其作為亞洲行

的第一站，並且公布美國的「印太戰略」，該戰略背後明顯可見日本的蹤跡。 

 

2. 試圖尋求自主的國家政策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維持盟軍占領一段時間，不論是在韓戰還是在越戰、海灣

戰爭等國際事件中，日本幾乎都扮演著美國的「影舞者」。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

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的時機，與中國建交並逐步改善關係，田中角榮選擇

改善與中國關係，之後田中因為國內政治獻金醜聞而下台。1974 年 11 月辭職。

1989 年日本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Shintarō Ishihara)與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

(Akio Morita)共同出版《可以說不的日本》(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書中

鼓吹日本應該提該政治、經濟、外交等各領域的自主性。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

認為美國是一個短視近利的國家，並且有著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將日本視為不

同於西方任何國家的存在，因此美國並不會真誠的對待日本，美國政客甚至利用

抨擊日本、責難日本來獲得選票。石原與盛田昭夫主張日本應該要認清自身的科

技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的，日本人不能妄自菲薄，應該要成為世界主

義者，重新評估在世紀中扮演的角色，勇敢的拒絕美國的不合理要求。民族性讓

日本不敢於拒絕，但說「NO」反而可以成為相互理解的契機，石原與盛田在書

中表示在這個相互依賴的國際局勢中，日本必須與美國以平等的地位相互扶持，

並且日本要與亞洲各國共存共榮。6 

    1990 年代在國際與國內7環境巨變的背景下，日本持續努力走上不受外界其

他強國操弄的自主外交路線。8 這個些事件顯示美國對於日本政治的掌控程度並

                                                      
6 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一個可以說 NO 的日本》，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社，1990 年，頁

25-44、97-119、130-141。 
7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陷入長期的衰弱；此時日本的政治也產生了動盪，1993 年 7 個黨(日本

新黨、日本社會黨、新生黨、公明黨、新黨先驅、民主社會黨、社會民主連合、民主改革連合)

組成的聯立政權—細川內閣—取代了一職以來執政的自民黨，宣告「五五年體制」的崩潰。 
8 李世暉，<細川、羽田、村山：後冷戰時代的外交摸索>，《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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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因為過去幾十年的修好而減少，日本不得對美國進行不知會美國就行動的

「越頂外交」。9 即便鼓吹日本應該獨立自主，但從先前政治人物失去權力的例

子來看，打好與美國的關係是日本政治人物的生存條件，所以之後的首相如小泉

純一郎(Junichirō Koizumi)採取了全面支持美國政策的方向。10 

    安倍的外交政策還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礎，並且與中國保持明顯的距離，直到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之後與中國的關係並非如過往的敵對，而是針對不同議題採取

務實彈性的態度，才使安倍設法與美國間維持一定距離，避免過度依賴美國而損

害日本國家利益。日本在北韓問題上拉攏美國，加強美國在亞洲的震懾力，提高

美日防衛體制的能力，同時利用南海問題避免過度接近中國，背後的原因是日本

擔心中美的過度接近，會讓日本在東亞的存在感降低。11 

 

3. 聯合國改革(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增強國際地位 

    聯合國外交與大國外交、能源外交、經濟外交等構成整體日本戰後的外交戰

略。聯合國外交的目標最初是使日本擺脫戰後的困境，進一步擴展國際空間和追

求更大國際利益，為了達成遠期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目標，日本把「國際貢

獻」作為重要的理念，回歸「國際協調主義」。1970 年代聯合國外交來到新一波

高峰，日本經濟實力增強、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美國深陷越南泥淖，加強日本

的此番作為的意圖。然而，即使 1995 年日本外交更加顯露出追隨美國的特點，

美國卻對日本的意願表現出曖昧不明的態度，東亞、非洲國家對於日本「入常」

                                                      
社，2016 年 1 月，頁 23-35。 
9 1987 年竹下登上台時，美國正要求日本應該在經濟、軍事領域負擔更多責任，但竹下登在公

開場合已經表明日本不會再次成為軍事大國，不會考慮向海外派遣軍事人員，之後因為「利庫

路特醜聞事件」被迫下台，竹下之前的中曾根康弘也是因此結束政治生涯。 

另外，2009 年民主黨鳩山由紀夫擔任首相，以「友愛」為自立與共生的外交方針，尊重北韓、

中國這類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推行自主外交戰略不再過度依賴美國。但是最後因為美軍沖繩

基地問題弄得與美國關係不佳，對中國友好得首相鳩山由紀夫也是以悲劇收場。 
10 增田弘，《戦後日本首相の外交思想―吉田茂から小泉純一郎まで》，京都：ミネルヴァ書

房，2016 年，頁 448。 
11 日經中文網，<安倍在想方設法讓美國與中國保持距離>，瀏覽日期：2017 年 5 月 30 日，檢

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5334-2017-05-27-02-2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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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得消極，使日本發起的入常行動宣告失敗。2004-2005 年是日本聯合國外交

的高峰，日本在內的四國集團(德國、印度、巴西、日本)發表聲明，希望修改聯

合國憲章、增設常任理事國，至今仍然繼續努力中。12 

 

4. 中日的東南亞競爭—爭奪區域領導地位 

    冷戰時期東南亞各國除越南之外，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支持社會主義的中國，

東協這個組織的出現也是為了圍堵共產主義擴張而產生的。直到 1970 年代美國

首先對中國遞出橄欖枝之後，東協國家才逐漸與中國建交，不過雙方的關係要等

到 1980 年代中國強調和平發展經濟與科技，以睦鄰政策對待東南亞國家才在經

貿關係上逐漸熱絡。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對於泰國、印尼等受創國提供

援助，開啟之後中國與東協領導人間首次元首會議，他們簽署<建立面向 21 世紀

睦鄰互信夥伴關係>的政治文件。 

    2000 年以後中日兩國在東南亞的競爭變得較先前大為激烈，因為中國在經

濟上取得的成就超乎日本的預期。2001 年的 ASEAN+1 會議中雙方同意建立「中

國—東協自貿區」，2003 年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作為第一個加入此

條約的非東南亞國家，為了緩和南海衝突還發表了<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

言>，以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 2001 年中國與東協達成共識後，日本首相旋

即出訪東協五國，提出加強經濟合作的建議，2002 年在日本與東協的 ASEAN+1

會議上發表經濟合作共同宣言，2003 年簽署戰略夥伴關係的東京宣言與行動計

畫，小泉首相也建議建立東亞共同體，對於區域整合具有重要影響。 

    中國和日本在與東南亞中各存在著不同的問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

有接壤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面臨的挑戰有政治互信不足、投資項目受到環境壓

力、以及多重機制間的相互競爭(東協自貿區、中國—東協自貿區、東協—湄公河

流域開發合作、湄公河委員會、中寮緬泰黃金四角等；多重行為者間的競爭)13；

                                                      
12 金熙德，《21 世紀初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 年，頁 351-365。 
13 劉稚主編，《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發展報告(2012-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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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因為民族的謹慎而躊躇不前的個性、過去歷史問題等因素無法讓區

域內國家完全信服。 

 

(二) 正常國家—修改《日本國憲法》 

    所謂的正常國家也就是能夠擁有軍隊並且發動戰爭的權利，日本要成為一個

正常國家必須要能在安全領域發揮作用，目的是要在和平的國際環境與自由貿易

下維護本身的生存與安全利益。安全領域發揮作用首要就是要改變安全政策，修

改安全政策指導原則的憲法第 9 條。其次要提高外交自主，日本在戰後的外交受

制於美日同盟的規範，要透過國際合作、為世界貢獻、遵守國際義務與承擔責任

等。過去日本是生存在美國的羽翼下，但現在日本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14 

    日本要能夠擁有自己的軍力需要美國的認同。雖然美日之間有諸多安保協議，

例如 1995 年日本制定《防衛計畫大綱》、1996 年美國發表《美日安全保障共同

宣言》、1997 年公布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但這些協議大多是屬於被動的規

範，且仍然受到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同樣的日本的一舉一動受到周邊國家的關注，

曾經在二戰中受到日本侵略的國家對那段歷史仍然記憶猶新，例如中國與韓國就

極力反對日本發展軍事。15 

     然而終歸來說，修憲屬於一國的內政議題。1993 年 5 月小澤一郎(Ichirō 

Ozawa)在《日本改造計畫》中提出正常國家的概念，小澤認為國家本來就是一個

自利的行為者，國家追求安定生活的前提是國家安全，日本在 21 世紀維持安定

生活是政治的使命，身為一個資源小國，自由貿易是確保日本經濟繁榮的根本，

因此日本勢必努力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成為一個「國際國家」，為國際

社會作出貢獻。小澤指出正常國家的要件有兩點，第一是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負責

任的角色，第二是為國民的安定生活努力、為人類共同問題盡最大的力量與各國

                                                      
年，頁 15-17。 
14 孫承，《日本與東亞：一個變化的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41-42。 
15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93-96。 



 

28 
 

合作。為了達成正常國家，日本必須以美日同盟作為基礎，在憲法第九條中增加

條件使日本能在軍事合作中有更大的運作空間，並且實踐聯合國中心主義，並且

設置「亞太部長級會議」展開多邊外交。此外，小澤提出日本外交的 5 個方針，

分別為與共享價值觀的國家追求安定與繁榮；積極參與歐美創造世界新秩序；提

出明確的對外政策與戰略；今後日本外交仍然是以美日同盟為基礎；表示明確重

視亞太地區的外交態度，日本除了要更主動參與維和行動之外，也要妥善運用援

助政策作為外交戰略的一環。16 

    要成為正常國家就必須擺脫過去戰爭產生的負面觀感。到 2000 年之初，美

國對恐怖主義宣戰，小泉表示不會修改憲法關於限制海外用兵的條款，但 2003

年在中國民間保釣團體宣示釣魚台主權運動的催化下，小泉表示要推動完成修憲

草案，並在 2005 年的修憲草案中表示需要擴大自衛權行使，將自衛隊升格為軍

隊。17 另外，他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並以政治大國為目標。安倍一直被視為是小泉

的繼承者，在外交關係上主張美日同盟為基礎，對中國採取政經分離的策略。擺

脫戰後體制和修改憲法是安倍的核心政治理念，他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就是要

擺脫這個戰後的歷史束縛。18 民主黨執政時也持續推動修改憲法。 

    到 2012 年自民黨再次執政，安倍在具體的修憲項目中，提出了在維持第 9

條第 1 項和第 2 項內容的基礎上，明確寫入自衛隊的存在的新方針。為了消除周

邊國家的警戒，安倍表示日本修改憲法是基於防衛而沒有侵略之意，安倍的「積

                                                      
16 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畫》，東京：株式會社講談社，1993 年，頁 102-179。 
17 不過小泉的修憲主張搖擺不定，至安倍第二次執政推動修憲時，小泉就表示修憲是沒有意義

的行為，批評安倍的修憲不得民心。 

參考： 

BBC 中文網，<小泉：支持反恐，但不修憲>，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檢自：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563000/15639462.stm 

蘋果新聞，<小泉強調必須修憲擴軍>，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檢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51031/5354702 

大紀元，<日首相小泉：需進一步研究修憲>，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檢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20/n1196958.htm 

新華網，<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批評安倍修憲”不得人心”>，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檢

自：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2016-10/23/c_1119769316.htm 
18 孫曉光，《戰後日本政治與外交(1945-2011)》，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242-

255。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1563000/15639462.stm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article/20051031/5354702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20/n1196958.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2016-10/23/c_11197693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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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和平主義者」角色形塑為的也是消除負面觀感、提供日本武力發揮的空間。

近來安倍將北韓與南海局勢越來越緊張的情況作為理由一再提議修改第 9 條，19 

在 2017 年 10 月 2 結束的眾院選舉中，自民黨與公民黨的聯合內閣獲得 2/3 以上

的席次，通過修憲的門檻，因此修改憲法將會持續作為現在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標。 

 

(三)  區域利益—戰略與安全 

    冷戰結束之前日本的安全顧慮來自於共產主義的擴散，1990 年代全球議題

越趨複雜，日本與東協安全政策的主要特徵是雙邊或多邊安全對話，除了與美國

的關係之外，中國的快速發展使日本感受到了來自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的

威脅，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視在區域的戰略安排。1992 年日本國會通過聯合

國維和行動合作法案、1999 年功過周邊事態法、2001 年通過反恐怖法案，突破

日本海外派兵的地域和武器使用限制，此為日本防衛的三大突破，表現日本積極

擴大其在國際防務合作的一面。20  

    日本於 2004 年底公布「新防衛計畫大綱」與「中程防衛力整備計畫」綱要，

新的防衛計畫大綱指出 911 事件後國際與區域面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彈道導彈

威脅、恐怖主義等新型態的威脅，日本政府表明未來將會朝「多功能彈性防衛能

力」發展，透過日本自身的力量、與盟友合作、與國際社會合作的方式保衛國家

並且改善國際環境，大綱將「國際和平合作」作為自衛隊的基本任務，明確指出

朝鮮半島與台灣海峽安全問題，陳述中國軍事發展的影響力，是 2004 年防衛大

綱的重點。21 2013 年安倍內閣的「防衛計畫大綱」增加國防預算，提出「統合

動機防衛力」；改革自衛隊體制、因應緊急事態強化兩棲與三軍聯合作戰立；增

加美日軍事共同操作性與嚇阻力；推動多邊安全架構提高日本國際地位與預防中

                                                      
19 日經中文網，<安倍修憲新提案透露的意圖>，上網日期：2017 年 5 月 4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4981-2017-05-04-02-07-10.html 
20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210-218。 
21 楊永明，<日本安全防衛政策新走向>，青年日報 94 年 1 月 2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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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單邊軍事行動；推動國防工業改革與放寬武器出口限制。22 

 

二、 低階政治—經濟因素 

    日本是一個缺乏礦產、能源的國家，因為屬於海島國家因此一切資源都依賴

進口。資源不僅是日本維持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更是攸關著國家安全，因此日

本的對東南亞的外交策略也同時隱含了這一層考量。23 1980 年代起日本的經濟

成長受到國際局勢影響而大不如前，東南亞國家在這時候組成東協，這樣的區域

集團讓貿易能夠更加順暢。2013 年日本開始採取「日本再興戰略」(Japan is Back)，

具體項目有日本工業振興、創造市場計畫、與世界接軌策略，希望透過安倍經濟

學的透過三把劍，中長期提升 2％以上的勞動生產力，10 年間平均每年有 3％的

名目 GDP 成長、實質 GDP 成長 2％。名目國民總所得(GNI)成長 3％，十年後增

加 150 萬日圓以上。24  

    近年來日本人口老化、少子化等結構性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問題，1980 年代

後半約略有 2％的日本製造業在海外生產，現今已超過 20％，隨著日本房屋業、

物流業、營造業等紛紛至南方設廠，企業開始從客戶面考慮提供「一次性服務」

(One-Stop Service)，也就是單一窗口是、一次滿足所有需求的商業策略。25 日本

青年現在也到東南亞發展，其一是因為中日關億的緊張始日人前往東南亞的意願

相對升高，中國的競爭力及紅色供應鏈的出現成為日本企業經營的難處；其二東

南亞現在的每年經濟成長率維持在高水準甚至逐年升高，2015 年幼組成東協經

                                                      
22 郭育仁，<解析日本 2013 年〈防衛計畫大綱〉>，2014 年 1 月 21 日，頁 1。 
23 90％以上的石油進口會通過南海，除此之外南海蘊藏豐富得漁業資源，也有估計達 200 億噸

的石油和 70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藏量。2015 年日本是世界第 4 大能源消費國、第 3 大石油消

費及淨進口國、最大天然氣進口國以及第 3 大煤炭進口國。 

蘋果日報，<多國爭南海 到底為什麼>，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檢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711/905959/ 

能源知識庫，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檢自：

http://km.twenergy.org.tw/Data/share?53wAXDCFtvYT1Pe0//mWNA 
24 Shujiro Urata, Japan’s Trade Policy with Asia, Public Policy Review, Vol.10, No.1,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Finance, Japan, March 2014, p.2 
25 中時電子報，<借鏡日商南向經驗>，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檢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04000215-26020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711/905959/
http://km.twenergy.org.tw/Data/share?53wAXDCFtvYT1Pe0//mW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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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它的發展性受到注目。26 

 

第二節 安倍時代的日本國家利益 

    安倍時期的日本國家利益沒有偏離戰後各個領導者確立的目標，從就任時的

演說、記者會以及安倍執政時期的外交白皮書可將此時的日本國家利益歸納為日

本經濟復甦、區域和平與繁榮等，其中最常被提及的一點是使日本擺脫戰後體制

的約束，必須修改憲法以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在充滿變局的國際與區域體

系中擔任更加主動的角色。 

 

一、 高階政治因素—維持區域穩定、提升區域與國際地位 

    日本的國家利益為確保政治、安保及經濟的國家利益，以自由、民主主義、

法治、人權等普遍價值為基礎，維持並發展有利於日本的國際秩序，掌握國際局

勢的脈動發展，在東南亞地區當然也不例外。雖然日本對東協關係的發展早於中

國以及韓國，不過進入 2000 年以後中國對東協的關係發展卻逐步追上日本。2001

年 11 月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讓日本感到挫折，2002 年 1 月小泉在新加坡

發表的演說，提出東協加六的口號，此構想出現原因是中國具挑戰性的行為已經

逐步影響區域內國家間的關係，意在將東協加三的框架擴大，把紐西蘭與澳洲等

核心成員納入形成「東亞共同體」。27  

    近來在東南亞要維持現在越發困難，首先中國與東協的海洋能力差距越來越

大，東協所主張的海洋規則漸漸失去它的效果，而且即使東協承認美國再平衡的

重要性，事實上多數國家不希望美國這個外來者造成中國與東協間緊密經貿關係

的破壞。對日本而言讓東協自食其力面對中國增強的力量，維持區域現狀是利益

                                                      
26 自由評論網，<超 A 評論》日本青年的東南亞就職熱潮>，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

檢自：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814392 
27 Takashi Terada, <The origins of ASEAN+6 and Japan's initiatives: China's rise and the agent–

structure analysis>, 《The Pacific Review》Vol. 23 No. 1, 2010, Pp.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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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化，因此日本首要就是透過共同軍事演習28、人道救援等計畫加強東協國

家的海洋安全能力。其次日本透過 ODA 計畫支持東協進行能力建構，進行基礎

建設等策略性的使用外國資金，這些各國構築起的能力也有助於美國在區域的軍

事展現。最終日本希望的是能夠直接輸出防衛性基礎建設及武器至東協國家，一

方面提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面促進日本軍工業發展。 

    2004 年日本開始與湄公河 5 國在東京舉行會議，其後公布「日本—湄公河

合作的東京戰略」(Japan-Mekong cooperation Tokyo Strategy)。2005 年 12 月在吉

隆坡召開的第 9 次東協加三高峰會，也召開了第一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在日本、澳洲、紐西蘭的推動下形成東協加六。2010 年日本在

東協公布「東協連結計劃」(ASEAN Connectivity plan )之後，就積極的參與東西

經濟走廊 (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 )、東協海洋走廊 (ASEAN maritime 

corridors )以及東協全面基礎建設(ASENA comprehensive infrastructure )的項目中。

2012 年日本便和東協國家進行「東協—日本 10 年策略經濟合作路徑圖」(The 

ASEAN-Japan 10-year Strategic Economic Cooperation Roadmap)的協商。2011 年

12 月日本政府就放寬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向菲律賓提供了巡航艇。簡言之軍事

合作和策略性 ODA 是日本對東協策略夥伴關係的支柱。29 

    自從 2013 年安倍上台以後就以「俯瞰地球儀的外交」(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

交，Diplomacy that takes a panoramic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map)30和「積極的和

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31作為外交主軸，並在外交青書指出日本

                                                      
28 共同演習包括自 2005 年起日本自衛隊與泰國眼鏡蛇黃金聯合軍演(Cobra Gold join t/combined 

exercises)、2012 年首次參加美國與菲律賓的巴里卡坦(Balikatan)軍演、2011 年 7 月第一次在汶

萊舉辦的美國、澳洲聯合海軍演習等。 
29 The Tokyo Foundation, <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Three Pillars of a New Strategic Relationship>,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rticles/2013/japan-and-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0/12 
30 地球儀的外交並非單指兩個國家的關係，而是從世界整體來看，發展以自由、民主、人權、

法治為基礎的戰略外交。 

參考：産経ニュース, <東南アジアから始まった安倍首相の「地球儀俯瞰外交」は伊勢志摩サ

ミットで結実するか>, http://www.sankei.com/premium/news/160501/prm1605010023-n3.html, 

2017/04/16 
31 「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是 2013 年安倍首相在國家安全策略報告書

中提出，包括多種形式的金融或其他類型的援助。內文中寫道：「國家安全的關鍵是創造穩定與

可預測的國際環境，避免威脅的發生。因此日本必須藉由扮演積極達成和平、穩定、繁榮的角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rticles/2013/japan-and-southeast-asia
http://www.sankei.com/premium/news/160501/prm1605010023-n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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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三根支柱：強化美日同盟、和鄰國推進關係、以及推動提高日本經濟的經

濟外交。32 安倍首相上任後訪問越南、泰國以及印尼，與越南阮晉勇總理針對核

電廠建設、高速公路建設、稀土資源開發等基礎建設以及投資貿易領域合作達成

協議，雙方也為釣魚台(日稱尖閣諸島)和南海主權議題共同表示應依據國際法規

範，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爭端，反對強行改變現狀並加強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合

作。33 以安全面考量而言日本希望將美日同盟當作是在東南亞政治發展的支撐

力量，並將區域穩定、國家和能源安全當作是關切的目標。 

 

(一)以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在東南亞的支撐力量 

    日本與美國在二戰之後簽署一系列的條約與執行方針，1951 年簽訂<美日安

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直到 1970 年代中期以前，日本防衛是以自衛武裝、先經濟

後軍事、依靠美國保護的「吉田路線」作為戰後修護與周邊國家關係，重新建立

國家地位的外交路線。197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日本經濟復甦與美國在越戰之

後的全球重新佈署，日本被要求負擔更多的防衛責任。1978 年美日安全保障協

議委員會通過第一次<美日安保合作指針>之後，1979 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首次

提出「綜合安全保障戰略」。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鈴木善幸與中曾根康弘首

相在任時相繼增加國防預算，1992 年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與日本首相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共同發表維持美日同盟的東京宣言，日本

會承擔更多的駐日美軍支出費用。1994 年日本防衛廳提出修改<防衛計畫大綱>

的<日本安全保障與防衛方法>(又稱樋口報告)34，擴大日本扮演區域安全維護者

                                                      
色，實現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秩序與安全環境，這就是以國際合作原則為基礎的積極和平主義」 

參考：Jeffrey W. Hornung, <Gauging Japan’s ‘Proactive Contributions to Peace’：The rhetoric has 

been strong, but has it been matched by action>, 《The Diplomat》, October 27,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10/gauging-japans-proactive-contributions-to-peace/ 
32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6>，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6/html/chapter1_02.html#s10201 
33 白石隆，<安倍首相出訪東南亞所體現的日本外交新五原則>，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9

日，檢自：http://www.nippon.com/hk/column/f00016/ 
34 樋口報告內容指出因中國這一部月定的因素，日本應該先促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發展，其



 

34 
 

的角色。1995 年通過的<國家防衛計畫大綱>強調將防衛範圍定義為對日本安全

有直接衝擊的周邊地區，也希望對日本防衛進行質的提升。1996 年柯林頓與橋

本龍太郎(Ryutaro Hashimoto)共同發表<美日安保聯合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同盟

>的宣言，兩國在情報分享、軍事科技裝備交流將會更進一步。1997 年兩國簽署

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內容包括平時合作、緊急周邊事態合作、暫時合作，

也改為強調去愈不安定因素、日本周邊戰士、對區域穩定與安全貢獻、聯合出動

的合作。35 

    2000 年以後的自民黨政府相當重視美日關係，特別是因為感受到來自中國

的壓力。安倍第一次執政時認為美日同盟是不可缺少的，但同時必須追求與美國

對等的地位。在亞洲政策方面安倍為了制訂綜合性亞洲戰略，設立了亞洲門戶戰

略會議，以「亞洲的日本」作為戰略前提。2006 年安倍在就職演說中以「入常」

和聯合國改革作為目標，顯現日本不遺餘力加入聯合國的決心，並且在北韓核子

實驗、出訪中的發言、參與國際事務部分做出具體努力行動。36 

    安倍第二次上任之初訪問美國的目的為共同解決北韓問題、尖閣諸島主權爭

議、日本加入 TPP、美國在日本普天間基地遷移等都是關注重點，不過僅有在北

韓問題雙方達成共識。2016 年 5 月在美日元首會議上安倍首相表示根據東亞情

勢，會持續強化美日同盟的網絡，當務之急是和東協的合作。這一系列外交作為

的具體效果是國際上的能見度提升，包括 2016 年時日本在 G7、聯合國非常任理

事會、第 6 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 VI)等國際會議作為主席。 

 

(二)國家安全與能源安全 

                                                      
次才是充實美日安保關係，此一日本防衛路線的轉變讓美國國防部部長奈伊(Joseph Nye)感到擔

心，於是奈伊提出「奈伊報告」鰾是要維持美國在亞洲駐軍，加強美日同盟的基礎。 

參考：林賢參，<臺日關係與美日安保條約>，2009 年。 
35 廖舜右，<橋本：美日安全保障關係的深化>，《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37-47。 
36 張衛娣、肖傳國，《21 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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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80 年代起中國軍事支持持續增加，日本希望確保其海上運輸線，並美

日安保擴範圍至南海。日本也積極投入湄公河流域的建設，反對中國在周邊海域

單方面嘗試改變現狀，讓東亞安全保障環境更加嚴峻。安倍是首位在上任一年內

拜訪完東協 10 國的首相，象徵日本的東南亞回歸和策略考量。2012 年 9 月中日

間釣魚台衝突升高，加上 2013 年 11 月中國劃定 ADIZ，日本開始採取一種新的

「巧實力戰略」(New smart power strategy)，將過去傳統重視的多邊外交、經濟外

交搭配新的政治軍事元素在積極的防衛上發揮作用。37  

    2013 年開始日本展開積極的政策回應逐漸加劇的地緣緊張關係。安倍將印

度—太平洋區域的海洋安全看作是日本生存要件，因此加強與海洋國家的合作。     

2014 年日本與越南達成廣泛策略夥伴關係(Ext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擴大

在海上安全的合作。2015 年 3 月日本與印尼簽署防衛合作協議，內容包括對印

尼的能力建構協助，並且舉辦「日本—印尼海洋論壇」。2015 年 5 月日本與馬來

西亞同意加強防衛關係。2015 年 6 月菲律賓總統艾奎諾訪日時向日本表示購買

更多武器與提高防衛合作的意願。38 儘管日本如此積極地進行海洋部屬，中國於

2016 年 2 月在西沙群島部屬地對空飛彈，8 月中國的公船和日本在東海有多次衝

突，在南海部分中國積極建設軍事據點，12 月進行解放軍航空母艦的航行，與菲

律賓等周邊國家產生爭端。 

 

 

 

 

 

 

                                                      
37 Céline Pajon, <Japan’s “Smart” Strategic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smart-strategic-engagement-in-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0/13 
38 Laura Southgate, <Japan’s Southeast Asia charm offensive>, 

http://globalriskinsights.com/2015/09/japans-southeast-asia-charm-offensive/, viewed on 2017/10/14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smart-strategic-engagement-in-southeast-asia/
http://globalriskinsights.com/2015/09/japans-southeast-asia-charm-off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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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南海主要貿易海道 

 

來源：https://valueofdissent.wordpress.com/2012/04/24/south-china-sea-mare-

nostrum/ 

 

圖 2-2 南海原油主要運輸海道圖 

 

來源：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1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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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南海天然氣主要運輸海道 

 

來源：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10671 

 

二、 低階政治因素—日本經濟復甦 

    日本 311 大地震與大海嘯之後，日本東北的發電廠停止運作，使日本能源成

本遽增。安倍推動「戰略外交」希望形塑亞洲的外交格局，在經濟與政治目標的

雙軌並行之下，一來拓展亞太的市場，二來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在支持美國

在平衡政策之餘，也希望能夠跳脫該外交政策的框架限制，確保日本能源安全。

首先日本要做的就是強化日本的經濟，然後將強與區域國家的安全關係，最終希

望能夠尋找日本正常國家的新形象。39 為了維持能源提供穩定，安倍在上任之後

便出訪東南亞、中東、土耳其等地，安倍也積極透過「三把箭」的經濟復興策略，

試圖提升在亞太的政經地位。 

    2012 年 12 月安倍上台以後為了重振低靡的日本經濟，推出包含寬鬆貨幣政

                                                      
39 宋鎮照、翁俊桔、蔡相偉，<日本安倍晉三政府的亞太區域政經發展策略研析：安全/發展 vs.

政治/經濟之雙重應用>，《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出

版社，2015 年 6 月，頁 38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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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擴大財政支出、結構性經濟改革與成長策略等三支箭的「安倍經濟學」40，

放鬆管制以及單一窗口的程序可以吸引更多企業，也能對亞洲其他國家開放日本

社會，讓技術勞工和學生到日本促進人與人的交流。41 根據 JETRO 的數據顯示，

2013 年上半年日本在亞洲地區的投資成長了 22％42，另有資料顯示日本在東南

亞地區的直接投資金額幾乎是過去的 3 倍，接近 60 億美金。日本企業事實上在

過去一段時間內處於虧損狀態43，他們大多將目標放於歐洲，未留意到亞洲國家

的經濟實力已經提升。配合安倍經濟學推動，日幣貶值使的出口到東南亞的中間

財(零件等)成本降低，日本企業回到亞洲、投資東南亞，並且將日本的新幹線等

符合當地需求的建設帶到當地。另外 2011 年的東日本大地震更是讓企業了解到

將生產線留在國內的風險高，這些因素驅使日本對東協的投資。44 到了 2017 年

日本在東南亞的併購規模達到 82 億美元。45 東北亞與東南亞國家對安倍經濟學

的看法不同，前者多半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後者反而認為這項政策具有正面意義。 

  

 

                                                      
40 第一支箭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使日本的名目利率接近零，藉此拉高預期通膨率，降低實質利

率以刺激民間投資與消費，讓日幣貶值有利出口。第二支箭為擴大財政支出，提出 20 兆日圓的

緊急經濟刺激方案，用於政府支出以及民間經濟活化。大三支箭為結構性經濟改革與成長策

略，透過放寬投資限制、設立經濟特區、基礎建設、改革能源系統等措施希望在 10 年內人均國

民所得每年成長 3％以上，增加 150 萬日圓以上。 

參考：MoneyDJ 理財網，<安倍三箭>，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4 日，檢自：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e485cd4e-8786-449e-8c5c-

2ca04a6650db 
41 The Japan Times, <’Abenomics’ stirring optimism in Southeast Asia>,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8/06/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nomics-stirring-

optimism-in-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0/24 
42 2013 年日本兩大車廠馬自達(Mazda Motor Zorp.)與本田(Honda Motor Co.)公布在泰國高達 9

億美元的投資計畫，豐田(Toyota) 2012 年在印尼升級 27 億美元的生產設備。 
43 日本經產省提出日本企業虧損主因為產品規格複雜以致上市時機延遲，日本企業對自身技術

臥於自信而未從消費者端思考。另外日本傳統大型企業重視共識決，集體決策過程冗長，對全

球化時代反應過慢。 

參考：天下雜誌，<日本企業 重返亞洲>，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8 日，檢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1964 
44 Simon Tay, <Abenomics, Asia and ASEAN>, 《Japan Spotlight》, September/Octorber 2013, 

pp.14-15. 
45 今日新聞，<〈分析〉安倍經濟學加快日企投資腳步 但目光瞄準東南亞>，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4 日，檢自：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30926/979107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8/06/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nomics-stirring-optimism-in-southeast-asia/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8/06/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nomics-stirring-optimism-in-southeast-asia/


 

39 
 

三、 2006 年與 2013 年安倍政權政策之差異 

    安倍第一任期的外交可以從他出版的書以及演說中推論出美日同盟以及以

普世價值為基礎的主張。2006 年安倍首相出版《邁向美麗國度》一書，內容闡述

安倍保守主義的政治主張，在政治上保守，安全政策上關注強大國防力量，積極

修改日本憲法，提升自衛隊的地位。安倍在「打造自由與繁榮之弧—開創日本外

交新天地」演說上發表日本的外交政策在「美日同盟」、「國際協調」、「重視亞洲

鄰國」三大支柱上，加上「價值觀外交」46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第四支柱，

在對外戰略上強調美日合作的同時，也調整小泉時期的對美關係，尋求美中之間

的平衡。 

    中日關係上安倍改變小泉時期的方針，對中國展現友好的一面。當時中國正

在經濟快速成長，全球的經濟重心轉向亞洲。2006 年安倍首次出訪便前往中國

進行破冰之旅，這是日本首相自 2000 年後 5 年來的第一次。這次訪問得到中國

方面的良好回應。2007 年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日本，發表<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啟動經濟高層對話機制，同年福田康夫接任安倍晉三為首相之後，也認為要將亞

洲外交與美日同盟作為外交的兩個基準，加強與中國之間的關係。47 此外，安倍

在第一任期間並未參拜靖國神社，改採贈送盆栽折衷方式，不希望因為過去的戰

爭歷史惡化中日間的關係。不過安倍在 2017 年 1 月向歐盟要求維持對中國的軍

售禁令，歐盟採納了日本的意見，由此看來雖然表面上安倍是試圖增進經濟上與

中國的關係，但在軍事安全方面仍然採取牽制手段。 

                                                      
46 所謂價值觀外交如前所述是以擴大自由民主主義、建立美印澳在內的擴大的亞洲為基本內

涵，具有地緣戰略的意義，並且藉以推銷與歐美不同、重視對話與協議的日本價值觀，不過其

內涵始終沒有擺脫美日同盟的基軸。價值觀外交具有消除負面歷史、提升日本形象與形成國際

秩序並確保安全的戰略意義。此外使日本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強化與美國之

間的關係，並將具有相同價值的美國、澳洲等納入戰略中，擴大亞洲的範圍(Broader Asia)，也

強化日本的自主外交。 

參考：張衛娣、肖傳國，《21 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

頁 9-16。 

星山隆，《21 世紀日本外交の課題－対中外交、アジア外交、グロ－バル外交－》，東京：創風

社，2008 年 9 月，頁 191-202 
47 楊鈞池，<第一次安倍、福田、麻生：對美追隨外交的調整>，《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

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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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倍的第二任期外交重點再次提到「自由與繁榮之弧」和「價值觀外交」精

神之外，還有「戰略性外交」、「普世價值外交」、「堅守國家利益外交」。2012 年

安倍表示現在日本面臨中日、日韓、日美同盟三個雙邊關係的重大課題，必須要

以「俯瞰世界地圖的視角」考慮外交關係，在 2013 年至 2014 年就出訪超過 50

個國家。如同第一任期時的安倍致力於將日本發展成為正常國家。當時安倍除了

在 2007 年將日本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作為擺脫戰後體制的第一步，也多次提

出修改憲法的主張，第二任期時安倍同樣也持續推動修憲。 

 

圖 2-4 安倍地球儀外交出訪圖 

 

來源：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6》，檢自：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6/html/chapter1_02.html 

 

    不同的是 2012 年安倍希望能夠展現出與 2006 年時不同的強人形象，安倍在

就職記者會上表示在第一任期之時相較於現在年輕、天真。日本自 2006 年以來

首相不斷換人、國內政治不穩定、經濟衰弱、國家右傾的情況下自民黨再次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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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是選民的認同，因此安倍背負著讓自民黨再次執政的任務。另外，安倍追

求在日本政治史中的歷史地位，使日本真正走出歷史陰影，成為能與中國抗衡、

與美國平等的國家，一個貨真價實的正常國家。 

    安倍的外交大戰略仍然是以倒向美國，並且全面制衡中國，拉近與東協國家

的關係。2013 年安倍首相訪美希望修補民主黨執政時受損的日美關係，趁美國

歐巴馬政權推動再平衡政策時加強美日同盟，希望美國在中日的釣魚台爭議中表

態，還盼望尋求美國對於修改憲法、自衛隊解禁議題的承諾，達成日本成為正常

國家的最終目標。此外也發展積極雙邊、多邊外交關係，建立區域中傳統及新夥

伴的盟友關係，強化和韓國、紐西蘭、澳洲、東協等亞太地區戰略安全伙伴的連

結，維持日本在亞太戰略中的地位。在對中政策上採取政經分離的方式，維持以

經濟合作為導向的戰略互惠關係，在美國沒有具體承諾之後，安倍便希望與中國

重啟高層對話，除此之外，安倍也透過與東亞其他國家與中國間的矛盾，試圖維

持區域內的權力平衡。48 

    安倍在第一任其實對與東南亞的重視程度並沒有的二任期高，雖然他將東南

亞納入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戰略中，不過這個區域被認為是防堵中國的一道防

線。日本增加對東南亞的經濟重視要到全球金融風暴後，民主黨鳩山執政時與湄

公河流域國家在 2009 年召開首次元首會議之時。2012 年安倍在次上任表示與東

協的關係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2012 年出訪印尼時安倍闡述日本外交新五原

則為：(1) 鞏固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2) 全力維護海洋權益

與航行自由，並歡迎美國重視亞洲的政策；(3) 積極促進日本與東協的經貿合作；

(4) 努力促進日本與東協之文化交流；(5) 促進日本與東協各國的青年交流。2013

年安倍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提出「積極和平主義」，強調日本將積極參與維和行

動在內的集體安全行動與國際協商。49 

                                                      
48 何思慎，<安倍內閣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亞太局勢之意涵>，《日本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 

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 年 6 月，頁 334-340。 
49 蔡東杰，<安倍新政權時期：外交戰略轉型>，《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9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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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日本的國家利益反映在國際體系及時代背景中國家的需求，以戰後的日本來

看最重要的無非就是經濟力量提升以及政治地位的建立。1950 年代日本首要的

經濟目的是從戰爭中恢復，因此以經濟作為緊要利益，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在

1968 年成為世界 GDP 第二名的國家，1970 年代起政治大國的地位成為日本追求

的首要目的，到冷戰結束之後身為經濟大國的日本仍然持續朝著成為政治大國邁

進。本章所列舉的國家利益，包括正常國家、政治大國等都將顯現在日本對各國

的外交政策中。 

    日本的外交政策實施幾乎都必須仰賴美國的支持，若能成為政治大國才能成

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這樣的理想需要有經濟為後盾，2008 年之後雖然日

本的經濟受到影響，2009 年甚至出現-1.74％的負成長，2010 年日本就達到 4.33

％的高峰，2012 年安倍執政後日本的經濟維持在 2.5％左右。現階段的日本經濟

呈現穩定階段，接著就是要維護並達成政治的利益。安倍時期持續推動修改憲法，

並且通過經濟和安全手段獲得其他國家的信賴，進而形成對日本的依賴關係，如

此日本便能夠提高在區域以及全球的話語權。 

    整體而言，現在的日本認為政治利益較經濟利益重要，但經濟狀況是支撐日

本外交的重要基底。下一章將探討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檢視國家利益是否

展現於這些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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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的東南亞外交政策 

    日本的東南亞外交關係發展歷史悠久，起初的目的是在經濟上希望能增進經

貿以及投資，直 1960 年代以後日本的經濟實力成為世界第二，在政治上就試圖

增強影響力，並且積極推進聯合國外交。現今美國與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力正

是影響日本外交走向的主要因素。本章從戰後的關係發展為出發，簡介各時期國

際局勢與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作為。 

 

第一節 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發展 

    日本學者如波多野澄雄(Sumio Hatano)等人認為，日本外交關係會隨著外部

環境改變政策議題和步調，這樣的行為被稱為是「對應型外交」(対応型外交，

Reactive Diplomacy)，對應型外交並非指國際議題設定、創建規則、彰顯特定的

意識形態，而是根據國際情勢將風險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依照他國做出的行為

採取相對應的措施，因此被看作是消極的外交政策也不為過。1 這種對應型外交

主要是根據國際上的「大國互動」而變動，面對東南亞這些區域國家，日本大都

採取經濟手段，形成與這些國家的良好互動。 

    簡言之，1950 年代日本希望透過修復與東南亞國家關係、重回國際社會；

1960、70 年代日本推動東南亞區域機制的形成，透過多邊的方式參與區域事務，

但此時日本遭受到東協的反彈，美中間的關係改善使日本不得不調整區域外交政

策；1980 年代至今日本啟動政治、經濟的全方位外交。分述如下： 

 

一、 1950 年代—回歸國際舞台，致力於經濟復甦 

    戰後美國在亞洲建立圍堵共產主義的島鏈，在日本扶植吉田茂親歐美保守勢

                                                      
1 波多野澄雄，<総説>，《日本の外交―第６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井上壽一、波多野澄雄

等編，東京：岩波書局，2013 年，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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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開始著手日本國內政經物復興、軍力再整備。1951 年 11 月舊金山和平會議

上吉田茂首相表示希望與國家拓展緊密得友好關係，他認為日本應該作為亞洲與

歐洲之間的橋樑。同年 12 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寄給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吉田書簡」，確立了日本向東南亞發展的戰略方向。2 吉田內閣以美日關

係為主軸擴大與亞洲及東南亞諸國間貿易、技術合作等的緊密經濟關係，檢討過

往的占領行為，確保道義、治安和國民生活的安定，喚起日本國民的國族意識，

並且會尋求亞洲和平、朝鮮復興、東南亞各國合作。3  

    日本與東協的經濟互動始於韓戰之後。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際

形成美蘇對抗的態勢，起初美國希望能藉由中國的力量制衡蘇聯的威脅，但 1950

年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並且參與越戰。當時美國為了抑

制共產主義的擴張，禁止日本與中國進行任何往來，不過中國是日本的最大原料

供應來源，美國便藉由對日本援助與鼓勵向東南亞發展，日本從經濟角度展開對

東南亞的關係。東南亞國家此時正要求脫離英法殖民，在國族主義、共產黨勢力、

美中冷戰等多重因素混雜的影響下，東南亞成為不穩定的一個區域之一。 

    當時日本外交政策的目標是與鄰國關係正常化，以及透過貿易、技術協助、

援助等方式獲取經濟利益，所採用的方法包括戰爭賠償(賠償援助)4、援助、國際

合作(可倫坡計畫、萬隆會議5)。1954 年鳩山一郎就任首相，表示和平外交是政府

一貫的方針，要與民主國家緊密合作，與亞洲國家建立經濟外交關係，盡快完成

                                                      
2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構

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56。 
3 荻原宜之，<戦後日本の南方回復>，《講座東南アジア学第 10 卷 東南アジアと日本》，矢野

暢主編，東京：弘文堂，1991 年，頁 197。 
4 戰後聯合國對日本實施非民主化與全面民主化，但當冷戰開始後，美國為了利用日本的經濟

力量而轉變對日政策，於是在舊金山條約內聯合國就摒棄賠償原則，當害國要求進行損失彌補

的動作時，就讓日本以「役務」的方式支付賠償。日本在 1954 到 1958 年間分別與緬甸、菲律

賓、印尼、越南簽訂賠償協定，柬埔寨、寮國放棄賠償請求權，改接受無償援助，泰國、馬來

西亞、新加坡、韓國、密克羅尼西亞採無償援助以及經濟合作形式，蘇聯、印度放棄索償，北

韓則是因為與日本沒有邦交關係因此賠償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賠償與準賠償中產生許多問題，

例如日本企業利用賠償作為企業進出東南亞、輸出商品的手段。 
5 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又稱亞非會議)是亞洲與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於 1944 年 4

月 18-22 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國際會議，也是第一次沒有殖民國家參與討論亞非事務的大型國

際會議，討論的議題主要為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等，促進亞非國家間經濟交流，促成對美

國與蘇聯的不結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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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菲律賓的賠償，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建交，改善對中共的貿易關係。6 1957 年岸

信介兩度拜訪東南亞與南亞希望能討論賠償問題以及外交正常化，他主張不將經

濟視為唯一的外交動力，追求日本外交的自主，並以東南亞作為中心的亞洲主義，

又被看作「岸信介主義」(Kishi Nobusuke Doctrine)。此外在該年的外交青書中提

出「與自由國家合作」、「堅持亞洲一員的地位」、「聯合國中心主義」的「外交三

原則」，這三點原則是日本從戰後以來一直奉行的外交思想，那時的岸信介認為

只有日本成為亞洲的代表才能與美國平起平坐。7 

 

二、 1960 年代—多邊途徑，參與國際合作 

    1960 年代中期隨著越戰衝突升高，美蘇在東南亞的競爭日益劇烈，中國也

積極擴張軍備並且發展核武。1960 年代日本成為在亞洲最大的資金提供國、貿

易夥伴以及企業投資者。美蘇意識形態競爭關係影響日本與東南國家的交往，此

時期的目標是解決日益顯著的南北問題、穩固經濟，並且樹立日本的聲望，1960

年代日本以出口為優先，援助的背後也是商業利益為主，不過已經開始嘗試進行

政治領域的合作。1961 年設立海外合作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海外技術合作機構(Overse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1965 年日本正式成

立亞洲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作為國際貿易和工業部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管轄的經濟外交專家訓練中心

等經濟相關組織。另外日本於 1964 年成為 OECD 的正式會員，代表日本的經濟

已經漸漸回復水準，並且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逐步穩固自身在國際上的地位。 

    1966 年日本與東南亞各國舉辦亞洲暨太平洋理事會部長級會議(Asia Pacific 

Council，ASPAC)8，這是在戰後首次一同參與的政治性會議，同年 11 月亞洲開

                                                      
6 高塚年明，<国会から見た経済協力・ＯＤＡ（２）>，

http://www.sangiin.go.jp/japanese/annai/chousa/rippou_chousa/backnumber/2006pdf/20061027145.pdf 
7 荒井利明，《ASEAN と日本：東アジア経済圏構想のゆくえ》，東京：田中出版，2003 年 12

月 10，頁 184。 
8 該會議之成立始於 1966 年韓國總統朴正熙(Park Chung Hee)提議以對抗共產主義擴張。不過

在第一次會議的聯合公報中，焦點就逐漸轉往經貿議題以及定期舉辦會議的規定，針對共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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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9成立，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成為最大股份國，

作為經濟性的區域組織，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的增加顯現出日本已經拉近與東南亞

國家的關係，然而東南亞國家也在思考如何擺脫美、蘇、中、日霸權對峙與威脅

的局面。1967 年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發表「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強調東協屬於經濟合作，避免激怒蘇聯、中國、越南等共產國家。此

外東協成員還簽署《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宣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和《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  

 

三、 1970 年代—東協的反彈，日本提出對等關係 

    1971 年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訪問中國、取消使用金本位制)重創日本地

位和經濟，美國改善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使美日的關係陷入谷底。1970 年代日本

發展合成橡膠衝擊了東南亞橡膠出口國的經濟，東南亞國家認為日本的經濟行為

使各國的經濟造成威脅，於是東協外長特別會議上通過《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

立區宣言》，東南亞國家也發動不少反日抗議活動。 

    在國際體系與和東南亞關係變動下，田中角榮決定與北越和東協以外國家

(例如印度)建立關係。1972 年日本官方外交文書《我國外交近況》首次將東協納

入區域合作機構之中，1973 年日本與東協展開合作夥伴關係，建立東協—日本

                                                      
家的意圖已被模糊。直到 1973 年 ASPAC 成員國與中國改善關係後會議便失去存在意義。

ASPAC 的失敗有三個意義：東協國家不願意成立一個具有針對共產國家性質的組織，避免陷入

中蘇冷戰對立之中；東協不願意日本居於領導地位，避免因對抗共產而讓日本有修改憲法的機

會；東南亞各國非共產國家希望對於東南亞區域的共產國家表現包容。 
9 1950 年代美國與日本提案的區域銀行並不被亞洲的開發中國家接受，但這個概念始終存在。

1960 年代日本希望能創建屬於自己的銀行，因為日本無法因為世界銀行在亞洲有實質利益。亞

洲開發銀行最初是泰國銀行家在 1963 年於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ESCAP)第一屆亞洲經濟合作部長會議提議創建

的區域性銀行，1966 年在東京召開首度理事會，正式宣告亞開行成立，日本成為銀行最大股

東，獲得總裁及其他重要位置。 

參考：Ming Wan, <Japan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acific Affairs》, Vol. 68, No. 4 

(Winter, 1995-1996), pp. 5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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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膠論壇，田中角榮出任首相後就開始修改日本的外交路線提出「全方位外

交」。1975 年三木武夫在日美元首會談後的演說中強調促進東南亞地區的局勢

穩定，1976 年日本主動建議與東協建立全面定期的協商制度，終於在 1977 年設

立日本—東協論壇。10  

    1977 年福田赳夫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表「福田主義」，是日本在戰後第一

次公開發表對東協的外交方針，也是在戰後首次向東南亞國家表示不會成為軍事

大國的表述。福田主義提出的背景除了考量東南亞諸國對被赤化的危機感之外，

也表現出日本希望從精進關係進一步發展到政治與文化交流的目標。11日本在遭

遇東南亞國家的抗議之後，提出 5 點外交主張：共享和平與繁榮、加強與鄰國關

係、尊重東南亞國家自主性、增進相互理解、幫助東南亞國家經濟自主發展、尊

重各國對區域合作的意願。12 日本要與東協建立「心心相印」的互信關係、日本

與東協成為對等合作夥伴。在福田主義發表之前，日本與東協的關係都是以經濟

為主，福田主義之後雙方在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的合作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1978 年越南出兵柬埔寨及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日本在東南亞的重要性被

東協國家所確認。該年建立了「東協-日本外長會議」，針對政治與安全議題對話，

成功解決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問題。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合作構想」(Pacific Rim 

Cooperation Concept，PBCC)、綜合安全保障論、美日同盟等三個政策方針。1979

年外長會議上，日本宣布停止對越南的經濟援助。13 日本認為若能順利解決區域

衝突，將可以提高在區域的發言權，並且發揮橋樑外交的功用。 

 

四、 1980 年代—多邊機制與全面外交 

                                                      
10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21-130。 
11 西川吉光，《日本の外交戦略―歴史に学べ 海洋国家日本の進路と指針》，京都：晃陽書

房，2012 年，頁 194。 
12 荒井利明，《ASEAN と日本：東アジア経済圏構想のゆくえ》，東京：田中出版，2003 年 12

月 10，頁 189 
13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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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東協快速經濟發展也引起日本的注意，蘇聯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增

強，威脅到日本貿易投資市場和海上能源運輸的安全，基於安保理由日本開始積

極支持東協，採取「綜合性安全保障」的戰略，以東協為基礎，與太平洋沿岸包

括紐西蘭、澳洲等國家進行合作的合作網絡，目的是要讓日本在亞太地區建立自

己的勢力範圍，這個構想也是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的重要一環，雖然最終受到東協

反對，但顯示日本逐步施行「經濟政治並重」的全面外交。14  

    1983 年中曾根康弘提出表示日本要為建立西方安全體制合作、為活絡世界

經濟做出貢獻、承擔協調南北的義務，意味著日本外交方針開始轉向積極參與國

際社會，並且調整與美國之間的關係，走向「正常國家」，並成為「政治大國」。

15 1985 年「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決議讓

美元貶值，結果使日幣升值，為了降低出口成本日本將產業移轉至東南亞，形成

所謂「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16  

1987 年竹下登以東南亞作為首次出訪的地方，他提出具體的支援政策，提

供東協日本開發基金；與越南保持政治對話，解決柬埔寨問題；有效促進日本與

東協的交流。1989 年竹下還提出了「國際合作構想」，包括強化合作、擴大援助、

加強文化交流，17 並向東協提出「新夥伴關係」的國際合作構想。18  

    1989 年澳洲總理霍克(Robert Hawke)提倡下成立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APEC)，成為構成性規範，東協創始 5 國與日本在 APEC 成立之初成為成員，

                                                      
14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64-168。 
15 白如純，《日本の対アセアン政策と中日関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19 日，頁 3。 
16 雁行經濟是一種雁首、雁身、雁尾的整合與產業分工模式，由於日本企業外移至生產成本較

低的東亞、東南亞，促進亞洲四小龍往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轉型，東南亞國家則是發展勞力密

集與部分資本密集產業。小島清認為雁行變形包括製造能力和多樣化和高度化產業構造(消費財

到生產財、後工業化國家追趕過程)。雁行理論經濟互動具有對日過度依賴、經濟合作的政治社

會效果、政治效果、東協特色與日本外交抉擇的外溢效果。 

參考：童振源、蔡增家，<從雁行發展到經濟分工：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

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頁 87-114。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構主

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73-74。 
17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55-164。 
18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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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已經擬定不少區域經濟合作的計畫，在 APEC 的組織與原則中也有不

少日本的影響力在其中，在廣場協議後經濟挫敗的日本希望透過東協、APEC 這

類多邊機制建立的規則、規範維持穩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19 

 

五、 1990 年代—綜合性議題與金融危機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兩極體系結束，國際關係開始做出調整，美軍撤出東南

亞地區後，「權力真空」、「威脅論」等等的論點不脛而走，日本不得不面臨新

機會與新挑戰。日本首相們紛紛提出與美國共同建構世界新秩序、促進亞洲繁榮

與和平的政策。1990 年 3 月海部俊樹(Toshiki Kaifu)首相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

希望日本透過新國際秩序的建構，與美國有穩固的合作基礎。宮澤喜一在 1991

年在泰國曼谷發表「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宣布日本的「新亞太政策」，

促進日本與東協三方面合作：和平與穩定的合作、開放性經濟與活力性發展的合

作、人類共同課題。1992 年 6 月日本通過《國際和平協力法案》(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Law)，以實際行動做出國際貢獻20，擴大政治影響力的新機會就是柬

埔寨的內戰。 

    日本與東協重新建構身分認同的契機為 1990 年波斯灣戰爭後，日本掃雷艦

艇在往波斯灣的途中停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象徵東協已經相信日本武

力用途已改善，非軍國主義。21 日本作為維和行動的長期支持者，在 1992-1993

年間在柬埔寨過渡時期進駐柬國監督當地選舉22，希望擺脫以往金錢解決國際問

題的形象，促進未來日本與東協發展空間。1992 年宮澤內閣在「ODA 大綱」、

「ODA 中期政策」規範下以經濟援助方式進一步深入東南亞事務。在宮澤主義

                                                      
19 C K Yeung, < Japan’s Role in the Making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1, pp. 137-153 
20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86-87。 
21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83-85。 
22 白如純，《日本の対アセアン政策と中日関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19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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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本對東南亞的援助金額快速增加。1993 年宮澤喜一又提出日本對東協的

四項基本外交方針：積極參與並建立亞洲安全機制、促進亞太地區的繁榮發展、

推進民主化和人權保障的同時致力於開發與環境課題、促進中南半島的和平與繁

榮。 

    美日同盟持續存在於日本的外交主軸之中，但在隨著國際格局轉變，日本國

內也在 1993 年由非自民黨的八個政黨組成細川護熙(Morihiro Hosokawa)政權，

結束「1995 年體制」，此時日本的對東南亞方針政在改變。橋本龍太郎因為台海

危機的發生，在 1996 年和美國總統柯林頓確認防衛計畫大綱為基本防衛政策、

美軍駐留對維持亞太和平穩定是必要的、日本重申提供在日美軍設施和用地，修

正「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讓兩國能有利相互調整政策，但同時避免形成與美國一

起對抗中國的局勢。231997 年 1 月橋本在新加坡提出 3 項具體措施：建立元首對

話機制、展開多領域合作、與東協在全球範圍展開合作，又被稱為「橋本主義」

24。橋本主義意在加強政治、安全合作，將原先主從關係轉變為平等的夥伴關係，

並且將合作範圍擴張至全球，強調亞太安全架構、日本—東協高峰會、日本的亞

洲領導地位。與日本過去的方向有所不同，橋本未提到歷史問題，也未承諾會放

棄「不成為軍事大國」的原則，反而更強調面向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主張將會繼

續維持和東協的緊密經濟和貿易關係，顯示日本對於中國影響力提升的顧慮。25  

1997 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中國大力援助並維持人民幣不貶值，東協各國

又急需擴大中國市場，因此暫時擱置南海爭議，暫緩各國擴軍計畫。當時日本提

出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方案，不過最終因為美國反對而作罷。1998 年日本大藏

大臣宮澤喜一(Miyazawa Kiichi)在 G7 高峰會上提出日本將原著亞洲 300 億美元

                                                      
23 東鄉和彥，<日本「歐亞大陸外交」（1997－2001）>，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4 日，檢

自：https://www.nippon.com/hk/features/c00205/ 
24 橋本主義有兩個特點，首先是它不再提到侵略的歷史，也不再提到日本不會成為軍事大國的

承諾；其次日本將它的定位從「援助關係」轉變為「平等夥伴關係」，並且是用在政治、安全等

合作範圍中。 

參考：白如純，《日本の対アセアン政策と中日関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科學院日本研究

所，2010 年 1 月 19 日，頁 3。 
25 卓南生，《日本的亞洲報導與亞洲外交》，台北：巨流圖書，2009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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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其中 150 億提供中長期需求的基礎，另外 150 意是用在短期經濟改革)，也

就是所謂的「新宮澤倡議」(New Miyazawa Initiative)。26 透過援助當地日本企業、

加強金融制度的新宮澤構想，這些援助有來自政府與民間機構的計劃，從援助金

額來看日本對印尼和越南的重視程度增加，對泰國和菲律賓的關係維持以往，日

本逐漸關注在中南半島的發展主導權。27  

    東協本身也有針對金融危機的應變機制產生，1997 年東協加三的機制被確

立以因應金融危機，最初是以金融為主要合作領域，強調非正式對話、加速技術

與實質行動、加強資本市場發展。1998 年小淵惠三(Keizō Obuchi)出席在第二次

東協—中日韓峰會上提出日本的 4 點倡議：加強元首對話並在 2020 年建設日本

—東協協議會、推進新宮澤構想克服亞洲金融危機、在聯合國內設置人類安全保

障基金、促進人員對話與交流。在後冷戰複雜的國際局勢中，東協自保的另一方

法為支持美日同盟，使美國勢力不致於完全撤離亞洲地區，消除日本軍國主義再

起的可能，並且對抗「中國威脅」。28 

    1990 年代的日本對東協外交政策是以鞏固經濟利益、推動區域合作、加強

安全對話、發展軍事交流作為主軸。29 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湄公河次區計畫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Programme，GMS)30 成為日本修復與東協國家間裂

                                                      
26 新宮澤倡議的目標包括：(1)支持私部門企業債務重組，使財務制度健康穩定；(2)強化社會安

全網；(3)刺激經濟，提高就業。 

具體項目：(1)提供直接官方金融協助：日本擴張進出口銀行(JEXIM)貸款、收購主權債券、增

加 ODA 貸款)；(2)增加國際金融市場資金：保證機制、利息補貼；(3)與多邊開發銀行共同出資

提供金融支持；(4) 技術援助 

參考：Ministry of Financial Japan, <Q & A about The New Initiative to Overcome the Asian Currency 

Crisis (New Miyazawa Initiative)>, 

http://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financial_cooperation_in_asia/new_miyazawa_initia

tive/my001.htm, viewed on 2017/5/12 
27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28-130。 
28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00-103。 
29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68-173。 
30 湄公河在歷史上是重要的通商路線，殖民時期湄公河區域分為法國區(柬埔寨、寮國、越

南)、英國區(緬甸)、泰國、雲南，這樣的畫分使貿易變得不易，二次大戰之後湄公河流域國家

分為親西方的泰國、親蘇聯的柬埔寨、中國、寮國、越南，貿易幾乎在這段期間是不存在的。

隨著冷戰結束市場導向體系的作用下跨國貿易逐漸形成。雖然大湄公河次區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經濟合作計畫是 1992 年在亞洲開發銀行推動下建立，不過其實在 1957 年湄

http://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financial_cooperation_in_asia/new_miyazawa_initiative/my001.htm
http://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financial_cooperation_in_asia/new_miyazawa_initiative/my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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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的方法，1998 年 GMS 開始進行經濟走廊計畫，此計畫的中心思想認為區域基

礎建設與生產、貿易等相關經濟行為息息相關。 

 

六、 2000 年代—新世紀的東南亞外交、日本的政權輪替 

    2000 年之後日本與東協在政治與經濟上都有重大突破，首先在經濟上因為

中國適時對東協國家伸出援手，並且迅速與東協簽訂貿易協定，讓日本亞洲金融

危機失去在亞洲的主導地位，迫使日本必須接受自由貿易協定的政策。2001 年

小泉純一郎上任之後日本經濟進入復甦期，同年 9 月時東協經濟部長會議上，東

協成員國邀請日本加入自由貿易區，不過當時日本以農業考量為由拒絕了，直到

2002 年東協與中國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後，日本才緊接著與東協發表全面

性經濟夥伴共同宣言，2003 年簽訂經濟夥伴框架，小泉將 2003 年定為「日本與

東協交流年」，開展了平等、多元、多層面的關係發展。他在 ASEAN+3 高峰會

上表示要援助東南亞建設「東西經濟走廊」(East-West economic corridor)，並在

福田主義的基礎上闡述日本與東協心心相印的概念，首次提出東亞共同體構想，

包括加強湄公河地區開發、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提出未來教育、經濟、安全、

開發的合作重點。在國際議題上，小泉特別希望進行聯合國的改革。31 

    政治上冷戰時的二極體係對抗結束，新興威脅與中國崛起成為日本與區域合

作國家的新誘因。2001 年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之後，因為擔心東南亞會成為恐怖

主義的溫床，美國在此區域部署大量軍力，與東協諸多國家都建立了反恐合作關

係，美國並且期待日本加強在地區的軍事合作角色。2003 年日本加入東南亞友

                                                      
公河委員會(Mekong Commission)成立時就涵蓋湄公河下游四國，但因為戰爭而沒有實質合作。

大湄公河次區域是典型的市場整合模式，依賴非官方機構提供公共財與準公共財(也就是跨國建

設)以降低貿易成本，例如東西經濟走廊、南北經濟走廊等。1995 年東協第六次高峰會宣布成

立「東協與湄公河盆地發展合作會議」(ASEAN-Mekong Bas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MBDC)，提供促進 GMS 發展的管理機制，顯著的成效主要是在交通建設，例如 1997 年會議

同意建立泛亞鐵路。 

參考：林欽明，<市場整合 vs. 制度整合：大湄公河次區域對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影響>，《變遷中

的東南亞區域整合：過程、挑戰與發展》，宋鎮照、陳欣之主編，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171-176。 
31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1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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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合作條約，宣言主張建立東亞共同體和推動自由貿易，在政治安全議題上是共

同打擊海盜的合作。2006 年安倍晉三就任首相之後提出「邁向美麗國家」(美し

い国へ/ Towards a Beautiful Nation)與「亞洲門戶構想」(Asian Gateway Vision)，

安保方面強化國家安全保障會議。2006 年日本首次宣布向印尼以 ODA 提供 3 艘

巡邏艇，是與東協國家關係轉型的關鍵，也可以發現日本對於東南亞經濟發展策

略與海洋安全的重視。32 安倍與麻生在 2006 年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便是

以越南、寮國、柬埔寨為前線，試圖利用東西向的經濟發展模式與中國的南北向

發展抗衡。33 2008 年福田康夫(Fukuda Yasuo)接替安倍成為首相，與東協簽訂東

亞經濟夥伴協定，並且推動「新福田主義」。34 2008 年麻生太郎(Tarō Asō)更強

調區域合作、擴大外援，金融危機之後日本的外交戰略逐漸傾向「政治親美、經

濟偏中、政經拉攏東協」。2008 年日本與東協簽署簽訂經濟夥伴協定(EPA)，並

確定 2008 年為「日本—湄公河交流年」， 

    自民黨在 2009 年大選敗給民主黨，為了調整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因此更加

重視於與區域國家的交往。鳩山由紀夫的內閣「緊密而對等的日美關係」，更強

調東亞共同體的重要性，並提倡「與亞洲共生」構想，強調廣大東亞共同體範圍、

排除美國勢力、以歐盟框架為雛型。鳩山修正原本自民黨向美國一面倒的傾向，

尋求相對自主性，將美國與亞洲並重。鳩山首先訪問了中國，提出「東亞共同體」

構想獲得中國支持，對於亞洲的外交，民主黨重視與中國、韓國等國家間的信賴

關係，鳩山提出「友愛外交」，認同與日本價值觀不同的國家，改善日本與各個

亞洲國家間的關係。與東協之間鳩山希望能有更深一層的進展，在擴大東協—日

本自由貿易協定中的貿易互惠條件之外，也期望進行更大規模的青年交流，重視

透過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元首會議改善發展差距，並且與東協領導人為了區域和

                                                      
32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42-146。 
33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55-162。 
34 新福田主義內容有 5 點：持續支持東亞共同體、強化美日同盟、貢獻協助和平國家、培養強

化知識性與世代性公共基礎建設交流、氣候變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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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達成重新召開與北韓六方會談的共識。35 

 

七、  2010 年代—美中日關係調整 

    隨著中國的勢力壯大，許多國家對於中國產生顧忌，美國就以「再平衡政策」

作為對策，日本也進入外交政策新紀元。2010 年菅直人(Naoto Kan)上台之後將

美日關係作為外交的首要項目，回歸傳統日本的外交路線36，表示中日關係的發

展是建立在美日同盟的基礎上，與中國不僅要促進經濟關係，更要發展民間交流，

建構戰略互惠關係，另外也要與韓國建構新時代的外交方針。37 2010 年 9 月中

國籍漁船與日本巡邏船在釣魚台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廳以妨礙公務嫌疑為由將中

國漁船扣押，該起事件造成中日關係惡化，中國則是扣留日本建設公司職員以及

禁止對日本出口稀土作為反制措施。     

    為了要制衡中國，2010 年 10 月底菅直人首相參與在越南舉辦的 ASEAN+3

元首高峰會，利用基礎建設和領土爭端等議題拉攏越南與湄公河流域國家，並在

此時推進與越南進行戰略夥伴關係，加強在經貿、科學、能源、區域與國際議題

的交流與對話。38 2011 年 1 月 20 日菅直人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外交方針演說，

鑒於北韓核武開發以及中國海洋活動，強調深化美日同盟，發揮在亞太地區公共

財角色的決心，中日外交方針是在美日同盟基礎上展開的新亞洲策略。 39     

2011 年 8 月菅直人因為 311 事件處理緩慢，在民怨聲中請辭首相職位，同年 9 月

                                                      
35 外務省，<日 ASEAN 首脳会議の概要>，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檢字：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sean/j_asean/shuno_12th.html 
36 林曉光，<日本政治的變化及其內外政策走向：以民主黨政權為中心>，瀏覽日期：2015 年 6

月 21 日，檢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614.html 
37 BBC 中文網，<日本首相菅直人將推出首個外交方針>，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3 日，檢

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1/01/110117_japan_foreign_policy 
38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147-154。 

外務省，<アジアにおける平和と繁栄のため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包括的に推進するた

めの日越共同声明（仮訳）>，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檢自：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an/vietnam_1010_ksk.html 
39 BBC 中文網，<日本首相菅直人將推出首個外交方针>，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9 日，檢

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1/01/110117_japan_foreign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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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佳彥上台成為民主黨第三位首相。 

    野田不脫離日本外交傳統的強調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繼續施行以美國牽制中

國的基本方針，主張行使集體自衛權，提議國會通過「國家安全法」、「緊急事態

法」，制定「宇宙基本法」，在太空與海洋領域認為要向外開拓。此外野田向國會

提議確認釣魚台為日本領土，公開宣揚中國威脅論。40 2012 年 9 月 10 日日本政

府收購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將其國有化，中國國內發生反日暴動、官方也表

達抗議，日本才認知到過去日本企業對於中國生產與市場是多麼依賴，因此逐漸

將投資轉移到東協，以與東協友好合作 40周年紀念為契機確立未來的合作方向。

41 在中日釣魚台衝突發生之後，2012 年 10 月美方派遣親日派前副國務卿理阿米

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到日本，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 Jr)也在美日

委員會年度會議上給予日本支持與鼓勵。 

    民主黨執政的日本在 2010 年開始與東協擬定「東京宣言」及行動計劃，希

望強化與湄公河流域國家的關係，確立「為了未來共榮的新夥伴關係」，強化「綜

合湄公河區域發展」、「克服環境、氣候變遷(邁向綠色湄公的 10 年)弱點」、「擴大

合作、交流」三大支柱，並且發表「日本—湄公河行動計畫 63」，此外也透過湄

公河流域元首會議採取「BIMP-EAGA：東東協成長區域」(ビンプ・東 ASEAN

成長地域；BIMP-EAGA：East ASEAN Growth Area）。42 2012 年民主黨失去選民

支持，由自民黨重獲政權，並由安倍晉三擔任首相，以下的內容將繼續觀察安倍

的東南亞外交政策。 

 

 

 

                                                      
40 BBC 中文網，<日首相野田佳彦撰文谈对中美外交>，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9 日，檢自：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1/08/110831_japan_noda_diplomacy.shtml 
41 Gabriel Domínguez, <How China is driving Japan closer to Southeast Asia>, Deutsche Welle, Feb 

24, 2016, http://www.dw.com/en/how-china-is-driving-japan-closer-to-southeast-asia/a-19070879 
42 指汶萊(B)、印尼(I)、馬來西亞(M)、菲律賓(P)等開發較慢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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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策略 

本節將日本的策略依照順序分為經濟、安保、區域整合與議題、價值觀外交

與多邊外交。戰後起初最優先與最常使用的就是經濟手段，不能排除政府開發援

助以及國外直接投資背後的政治意義，不可否認的是經濟議題涉及到的國家利益

部會向其他議題敏感。政治安全手段包括冷戰時期在美中蘇之間的立場調整，從

前述個年代日本對東南亞關係脈絡來看是到冷戰結束之後才派上用場，比方說與

東南亞國家間建立的策略性夥伴關係。 

 

一、 經濟 

    「經濟外交」是以經濟手段達成經濟目的的外交行為。戰後日本的經濟外交

使其在政治上在美國領導的反共集團中擔任重要角色，經濟上確立在亞洲和平進

出的指導性角色，與亞洲外交和自主外交有很密切的關連。近年對於經濟外交的

定義是以「再次建立國際地位」為目標，以「經濟立國」為志向的外交政策。43  

    日本雖然是第一個完成工業化的非西方國家，早在 1878 年便維持 3.5％的年

平均成長率，是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對於日本經濟奇蹟的研究在 1965 年躍居

世界大三大經濟體之後才被重視。隨著全球化進展，全球市場競爭激烈，同時新

興市場經濟發展減速、資源獲取競爭激烈，日本國內貿易赤字、財政赤字、改善

企業環境與勞工待遇。至 2016 年 6 月為止日本生效或已簽署的 FTA 共 16 個、

談判中或未簽署 FTA 有 6 個。 

 

 

 

 

 

 

                                                      
43 高瀨弘文，《戦後日本の経済外交》，東京：信山社，2010 年，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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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思維的變遷 

時期 國內外政治環境 經濟安全保障的

主要政策 

經濟安全保障目

標 

戰後初期 冷戰對峙、美日

安保 

ODA 東亞構築經濟影

響力 

石油危機之後 能源價格遽變、

日本崛起 

綜合安全保障政

策 

強化對國際環境

的應變能力與貢

獻 

區域經濟整合時

期 

日本經濟衰退、

區域經濟整合風

潮 

EPA、TPP 強化經濟力量、

提供國民安定的

經濟與社會生活

環境 

來源：李世暉，<經濟安全保障思維下的 TPP：安倍政權的困境與挑戰>，《日本

外交研究與中日關係-海內外華人學者的視角》，台北：五南出版，2015 年，頁

346。 

 

    隨著全球化進展，全球市場競爭激烈，同時新興市場經濟發展減速、資源獲

取競爭激烈，日本國內貿易赤字、財政赤字、改善企業環境與勞工待遇。至 2016

年 6 月為止日本生效或已簽署的 FTA 共 16 個、談判中或未簽署 FTA 有 6 個。    

日本雖然是第一個完成工業化的非西方國家，早在 1878 年便維持 3.5％的年平均

成長率，是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對於日本經濟奇蹟的研究在 1965 年躍居世界

大三大經濟體之後才被重視。日本學者小澤輝智(Terutomo Ozawa)認為東亞自二

次大戰之後共發生 3 次經濟奇蹟，分別由日本、新興經濟體(NIEs)、中國締造，

帶來趨同化與國際結構自然階層化。44 

                                                      
44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07 年，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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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貿易 

    雙邊貿易是日本與東協經濟關係合作的基礎，日本在東協的貿易夥伴基本上

可以分成三類：資源國(印尼、汶萊)、非資源的貿易強盛國(新加坡)、非資源國。

1980 年代初期的全球經濟衰退以及 1985 年廣場協議使日幣升值，造成日本貿易

額的兩次下降，不過 1980 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從東協進口的初級產品比例下降，

製成品數量上升，在某些領域已經開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雙邊貿易額大幅增加，

呈現水平的分工方式。45 1990 年代東協國家工業化發展對於技術、知識密集產

品的需求，使其與日本維持貿易赤字，整體區域的貿易是因為日本對資源國家的

豐富天然資源得以維持穩定。46 1999 年 12 月日本政府回應新加坡政府的提案，

開始對締結 FTA 進行研究，當時日本仍然在 FTA 的發展上相對落後，相反的中

國就很積極的加入 WTO 以及和東協簽訂 FTA。47  

 

(二) 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日本對東南亞的投資始於 1951 年，1950-60 年代日本的 FDI 是為確保資源、

發展和鞏固海外市場。1971 年尼克森衝擊(Nixon Shock)造成的日幣升值和之後

的兩次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影響，基於能源考量日本對東協的能源國家增加

了投資，1970 年代投資多集中在紡織、家電、食品、金屬等輕工業或勞力密集產

業。1980 年代之後日本的投資重點轉到歐美國家，直到 1980 年代中期面臨與西

方世界的經濟摩擦，因此才重回東南亞，成為該地區第一大投資國，日幣升值面

臨產業轉型的挑戰，因此擴大對當地投資，發展當地化生產，日本企業將東協國

家當作零件和出口產品的供應基地，出口至第三國或是反銷日本。1990 年代日

本企業重視國際生產網絡的投資，東協是製造業生產基地。48 

                                                      
45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61-63。 
46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67-68。 
47 深澤淳一、助川成也，《ASEAN 大市場統合と日本》，東京：文真堂，2014 年，頁 6-7。 
48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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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對東協的投資大多屬於與當地企業合資的方式，獨資企業較少，因為所

佔資本低於 50％，因此影響了日本技術在當地的擴散程度，且因母公司與子公

司間的縱向技術轉移被日本內部化，所以東協國家原則上很難獲得跨國企業的技

術轉移及管理方式。49 除了民間企業之外，日本官方也透過半官方組織向重點國

家進行投資，兩者的投資不僅是為了商業利益，尚有戰略上的考量。例如日本國

際協力機構（JICA）計劃向柬埔寨的港灣公司投資，此外三井物産計劃在斯里蘭

卡與印度的財閥集團合作承接港口的建設和運營訂單，因為中國在「一帶一路」

構想的基礎上，影響各國在主要港口的運營，日本為了確保能源的穩定運輸路線

便採取了行動。50 

 

(三) 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ODA) 

    ODA 可以被分為兩種：雙邊與多邊，雙邊援助包括技術合作(Technical 

Cooperation)、貸款(Loan Aid)、贈與(Grant Aid)。這三類援助方式主要由日本國

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51負責執行。 

 

 

 

 

 

                                                      
49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79。 
50 日經中文網，<中日在亞洲展開港灣權益競爭>，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9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25495-2017-06-09-04-51-00.html 
51 JICA 成立於 2003 年 10 月，隸屬於日本外務省，它的前身是 1974 年創立的日本國際協力事

業團，2008 年 10 月為了整合 ODA 的執行組織，負責海外經濟合作的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apan 

Ban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BIC)和負責貸款運作的日本外務省將相關職務移交 JICA，

創立「新 JICA」。新 JICA 的設立目的有 4 個使命和 4 個戰略。4 個使命分別是：應對伴隨全球

化產生的課題(氣候變遷、傳染病、恐怖主義、經濟危機等)；公正的成長與削減貧窮(人才培

育、政策制度改善、社會/經濟基礎建設支援)；改善治理(社會資源分配、司法制度、行政機

構、人才培育)；實現人類安全保障(衝突、恐怖主義、天然災難)。4 個戰略有：全面的支援；

連續的支援；推動開發夥伴關係；強化研究與對外通信。 

參考：JICA，https://www.jica.go.jp/about/vision/index.html，viewed on 2017/5/17 

https://www.jica.go.jp/about/vis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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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日本 ODA 基本概念 

議題 減貧、持續成長、地球規模的議題、建構和平 

原則 遵守聯合國憲章、環境保護與開發並存、防止軍事用途、防止擃怖主

義或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促進民主化、保障基本人權與自由。 

理念 透過良好的治理支持開發中國家自助努力、人類安全保障、確保社會

弱勢的公平性、活用日本經驗與智慧、與國際組織、其他援助國、非

政府組織等合作。 

方式 置援助政策和具體實施體制、擴大國民參與、戰略性和效果性援助實

施的必要事項。 

目標 實現自由、富足、安定的國際社會(推動民主與國民和解)；新興國、開

發中國家與日本共同成長(基礎建設、中小企業與地方自治團體展開海

外協助)；推動人類安全保障、強化對日本的信賴(從非洲開發會議

TICAD 作為促進人類安全起點)。 

來源：外務省 ODA 大綱 

 

    戰爭賠償是日本開發援助的開端，1954 年日本加入可倫波計畫(Colombo 

Plan)，開啟對東南亞開發援助。ODA 是一種國際政治經濟的政策，它的規模取

決於日本的經濟實力以及日本外交政策的變化。52 1957 年岸信介內閣發表戰後

第一本外交藍皮書，提出「外交三原則」：以聯合國中心、以自由主義各自協調、

堅持作為亞洲一元員，強調經濟合作的概念，結合美國資金、日本技術、東南亞

勞動資源。當時日本對外援助計畫是以東亞區域為中心，援助方式分為「條件式

援助」與「戰略性援助」，1969 年才提供無償援助與無條件貸款。石油危機爆發

之前，日本的政策為經濟至上主義，ODA 是促進海外貿易、拓展市場、確保能

源供給的策略。 

                                                      
52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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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90 年冷戰結束為第二階段，石油危機與田中角榮出訪東協是對外於

援助的轉捩點，日本從經濟主導轉變為經濟、政治、策略並重，朝向能源多樣化、

多元化發展，並且擴大進口地區至中東、非洲、拉丁美洲，日本也首次提出 ODA

中程計畫。1974 年田中角榮出訪東協時遭遇反日抗議活動，日本政府開始反省

東南亞政策，於是擴大政府援助、放寬貸款條件，並進行非束縛型(Untied)援助，

之後的福田主義倡導日本與東協在多領域建立良好的關係。ODA 提高日本國際

地位並成為爭取國際政治支持的重要手段，1980 年代之後日本把原來放在歐美

的視野轉回到亞洲國家身上；透過將 ODA 與政治、軍事掛勾，使東協國家能朝

著符合日本期許的世界秩序發展； 

    1991 年 4 月日本政府通過「ODA 四指針」，限制援助與軍事支出的關係，並

且廣泛用於人權問題上，1992 年宮澤喜一政府提出的 ODA 大綱四原則，必須環

保與開發並重、避免用於軍事用途、關注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與大規模毀滅性

武器開發、注意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和市場經濟導入的努力，由此可見開發援助政

策中政治意涵的提升。1995 年為曾經是世界最大援助國的日本將這個地位拱手

讓給美國。1996 年以後為了獲得更多的天然資源對非洲的戰略援助大增，2001

年 911 事件後這種傾向又更加明顯。53  

    2003 年小泉內閣修改 1992 年的大鋼，更加重視 ODA 的戰略性、機動性、

透明性與效率性，ODA 成為日本維護和平而擴大政治勢力的方法，也使得其與

東協國家談判的籌碼增加，也使日本獲得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支持。54 除了

經濟與政治之外，跨國犯罪及恐怖主義現正為日本東協政策的重要部分；日本透

過東亞秩序的建立防止中國崛起的威脅。55 2015 年日本政府將 ODA 大綱更名

為<開發合作大綱>，凸顯民間、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要性，並強調高品質發展的

                                                      
53 草野厚，<冷戦後日本の ODA 戦略>，《日本の東アジア構想》，添谷芳秀、田所昌興主編，

東京：慶應義塾大学，2004 年，頁 173-176。 
54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97-101。 
55 鄧仕超，《從敵對國到全面合作的夥伴—戰後東盟—日本關係發展的軌跡》，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2008 年，頁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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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還有允許資助其他國家武裝部隊的非軍事行動，擴大日本在全球安全議題

的參與度。 

 

二、 安保 

    1997 年日本宣布 21 世紀與東盟國家關係三大內容：保持高層互訪、參加東

協元首會議；評價東盟發展繼續對外開放；以 ODA 為主的經濟合作。2004 年起

日本海上保安廳(海保廳)開始與中國、韓國、東協為打擊犯罪與應對在害進行定

期會議，海保廳計畫在 2017 年成立專門組織，正式向東南亞各國海上保安部門

提供支援與人才交流，擴大在日本國內擴大培訓對象、舉辦國際研討等，提高海

上保安能力與打擊海盜。除了原有的越南等 4 個家外，日本今後還將新從泰國和

緬甸接收實際業務研修生，應對中國在南海的活動，防止矛盾逐步升級為軍事衝

突。56 

 

三、 支持區域整合與區域議題 

    日本自從在 1957 年外交藍皮書發表「亞洲一員」的政綱之後，便積極透過

雁行理論重建在東亞的影響力，198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希望成為美國與東亞區

域整合間橋樑的角色，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1990 年代以後以「政治大國」作為目標，提出「建立日美歐三極世界」、「以聯合

國為中心的秩序」的主張，同時不斷以經濟整合建立優先發言權。直到 1990 年

代為止，日本對於區域整合持反對的立場57，但是當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南方

共同市場、歐洲整合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帶動亞洲國家對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

                                                      
56 日經中文網，<日本將成立新組織助東南亞提高海上保安能力>，上網日期：2017 年 2 月 7

日，檢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3190-2017-01-11-05-00-

59.html 
57 原因有兩點：首先是 FTA 與區域整合與 GATT、WTO 自由開放市場的理念相左；其次是因

為日本與周邊國家在歷史因素與政治體制不同，如果採取區域整合可能會無法融入或遭排擠，

因此日本傾向於 WTO 這種多邊的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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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重視，新加坡首先就與日本進行接觸，於是在 1999 年邀請日本簽署 FTA。

起初日本不打算接受這個提議，但有鑑於 WTO 杜哈回合的窒礙難行，才以「FTA

能夠補足 WTO 多邊體制」為由與新加坡締結 FTA。在開始和新加坡共同研究自

由貿易協定的同時，2000 年日本也接到來自東協的邀約，考量到東協各國的狀

態，以及受到來自美國壓力，日本為此感到卻步，2001 年 9 月才與東協進行會

談。58 

    2002 年小泉純一郎首相上任後出訪東協 5 國，發表與東協締結夥伴關係的

演說，並且提出 5 個倡議：教育與人才合作、將 2003 年訂為「ASEAN 交流年」、

強化經濟合作、東亞開發合作、反恐與海盜等跨國合作，除此之外希望將

ASEAN+3 的框架做最大化的活用。因為中國和東協簽訂 FTA，日本不能再坐以

待弊，必須要盡快向 FTA 跨出一大步，先透過經濟合作加深互信關係。雖說如

此，日本對農產品的保護態度受到東協的不滿。59 

    2009 年民主黨執政強調社會的重要性，以創造公民為中心的社會為政黨宗

旨。民主黨關注的外交領域為聯合國、日美關係、亞洲政策。聯合國議題上日本

希望可以推動聯合國的改革，主張多邊主義與集體安全機制；美日關係方面則著

重於<美日地位協定>改訂與沖繩美軍基地遷移；亞洲政策方面則是北韓人質問

題、飛彈試射、核武問題、反恐作戰等。60 2011 年日本與東協舉辦領袖會議並

發表<峇里宣言>，提出合作戰略五大支柱：強化地區政治與安全保障合作；加強

建構東協共同體的合作；加強日本與東協紐帶關係的互聯互通性；建構具更強抗

災能力的社會；應對地區共同課題與全球課題，與東協的關係強調區域繁榮與安

定，支持東協中心及一體化。61  

 

                                                      
58 深澤純一、助川成也，《ASEAN 大市場統合と日本》，東京：文真堂，2014 年，頁 38-50。 
59 深澤純一、助川成也，《ASEAN 大市場統合と日本》，東京：文真堂，2014 年，頁 52-55。 
60 李世暉，<鳩山、菅直人、野田：「東亞共同體構想」>，《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出版

社，2016 年 1 月，頁 79-89。 
61 廖舜右，<亞洲經濟整合外交>，《當代日本外交》，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15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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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邊外交 

    日本外交的基礎是雙邊外交，特別是日美關係，不過近年也興起重視多邊主

義的意識。1990 年代在亞太地區的多邊主義尤其擴大，日本的多邊主義可以分

為 3 階段：第一階段(1945-1946)檢討日本自身的安全保障及和聯合國的關係；第

二階段(1957-1989)日本嘗試聯合國中心主義；第三階段(1990-)透過聯合國為國際

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多邊外交特點：否定單邊行動主義；以

雙邊主義為基礎堅持美日同盟關係；積極形成多邊的安全保障共同體。亞太地區

的多邊經濟協議與安保對話是在冷戰結束之後才開始。62 

 

表 3-3 日本對東南亞外交策略 

經濟 

(最重要) 

1. ODA 與 FDI 

2. 雙邊貿易與 FTA(透過多邊貿易系統、貿易便捷化等促進國家

與整個區域的發展) 

3. 國際機構 (日本國際合作銀行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BIC)對新興市場基金和東協基礎建設的投資63) 

4. 區域協定(TPP、AEC、RCEP、ASEAN+6) 

政治 1. 策略/安全對話 

2. 人道救援/非傳統安全/南海穩定 

軍事 

(2000 年以

後變重要) 

1. 安保法(自 2012 年野田首相就希望能修改憲法重新定義集體

自衛權，2015 年 9 月 9 日日本國會通過法案同意日本得以使

用集體自衛權) 

2. 武器出口 2014 年 4 月安倍解除長期實施的武器出口禁令，此

                                                      
62 星野俊也，<日本の多国間外交>，《日本の東アジア構想》，添谷芳秀、田所昌興主編，東

京：慶應義塾大学，2004 年，頁 247-267。 
63 Michael Mazza (2015), China and Japan's Battle for Influen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5, 201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japans-battle-influence-southeast-

asia-14006?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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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受到美國官員的歡迎(日本自 1967 年開始以三個原則為基

礎自主的武器出口禁令)，不過日本會持續遵守聯合國的對特

定國家的禁運決議64 

3. 共同訓練(自 2005 年與美泰共同軍演、2015 年 5-6 月與菲律

賓海軍進行第一次聯合演習) 

文化 1. 對話框架 

2. 人員交流 

3. 文化合作(EX. 2013 日越友好年) 

4. 觀光 

5. 公共外交 

區域與全

球議題 

1. 參與區域組織和論壇(APEC、ASEAN+6、TPP、RCEP) 

2. 區域重要議題(南海—2013 年 11 月日本與東協成員發表共同

聲明，要加強海洋安全合作和航行自由) 

3. 安全反恐 

4. 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AJCEP) 

5. 多邊貿易系統(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MTS) 

來源：作者整理，參考歷年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與外務省網站 

 

 

 

 

 

                                                      
64 Mina Pollmann, Japan's First Steps Into the World of Arms Exports, The Diplomatic, January 15,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1/japans-first-steps-into-the-world-of-arms-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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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安倍時代對東南亞的外交策略 

    2013 年 1 月安倍首相與岸田外務大臣在就任之後，最初拜訪之地便是東南

亞。安倍在印尼放問時闡述「日本外交新五原則」 (日本外交の新たな５原則)，

強調美日同盟重要性、歡迎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維護海洋安全與航行自由等，顯

示日本希望牽制中國在東海、南海行為的意圖，希望與東南亞國家共同強化關係、

建構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海洋秩序，確保海上要道(シーレーン)航行自由。藉由戰

略夥伴關係，以提高對南海的影響力，開啟「海洋再平衡」的篇章，尋求與日本

價值觀相似的東協、印度、澳洲建構的雙邊與多邊關係，這些作為被稱為「安倍

主義」(Abe Doctrine)。安倍所採取的外交手段採取以貿易、投資、援助為一體的

經濟手段，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利用東南亞國家的安全顧慮採取的策略性合作。 

 

一、 經濟手段—貿易、投資、援助 

    東協國家整體的人口數排名世界第三多，僅次於中國與印度，大約 6.3 億人。

GDP 排名世界第六65，約 2.4 兆美元，占世界的 3.3％。東協的貿易為世界第四，

貿易額約 2.2 兆，占世界貿易 7.6％。外國投資部分東協吸引 1200 億美元，占 6.8

％排名第四。66 「經濟外交」一直是日本政府普遍使用的外交方法，因為它涉及

的政治敏感度較低，較能廣泛被接受，內涵包括貿易、外國直接投資、政府開發

援助，又被稱為是「三位一體」。東協從建立以來就在日本的「帶領」下，逐漸

成為世界上強壯的經濟體，2015 年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的展開是東協的發展里程碑，以下將簡介日本對東協的經濟關係。 

 

(一)貿易 

    1960-1980 年代日本以亞太區域貿易為目標，將亞洲以及整個環太平洋地區

                                                      
65 前五名分別是：美國、中國、日本、德國、英國。 
66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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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目標範圍，重點是希望能夠創造一個有美國一起的經濟合作框架，將美國拉

入亞洲，並由日本扮演橋樑的角色。起初受到美國的反對而無疾而終，而後因為

WTO 烏拉圭回合談判停滯，東亞國家間的經貿關係也加深，美國轉而支持亞太

經濟合作。1990 年代初印尼馬哈蒂(Datuk Seri Mahathir Mohama)總理提出東亞經

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EARG)，但這個將歐美勢力排除的經濟合

作被美國反對，因此日本對此也採取保守態度。不過 1996 年日本、中國、韓國

共同籌組第一屆「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ASEM)，對於此會議日本主

張應該將紐西蘭與澳洲納入，雖然最終未果，但能顯示日本的經濟整合始終以亞

太區域主義為中心。1997 年 APEC 沒能順利解決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日

本對於亞太整合的作用產生質疑，於是逐漸將焦點轉移到以亞洲為中心的東亞區

域主義。2005 年日本與東協正式啟動「東協與日本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ASEAN-

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AJCEP)」談判，該協議於 2008 年 12

月 1 日正式生效，並且積極提議將印度、澳洲、紐西蘭納入經濟合作協定之中。 

    小泉、安倍、麻生內閣動東亞經濟整合方向皆主張以東協加三為基礎的東亞

共同體，並且積極引薦印澳紐加入，取得美中對亞洲局勢看法不同的平衡地位。

現在日本採取的是由雙邊邁向多邊的經濟合作策略，建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

亞經濟整合體系。這個體系涵蓋與東協、東北亞、印澳三個面向的整合，以品質、

知識分享、結構改革為目標。2007 年到 2017 年間日本不斷重申東亞高峰會將會

更緊密的合作，東協加三是東亞共同體的主要媒介。日本將印澳紐納入東亞高峰

會背後不可排除美國的勢力，美國擔心會被排除在東亞整合之中，也難以單憑自

己的力量平衡中國影響力。67 

    試比較中國與日本對東協的經濟關係，2009 年中國對東協的貿易額已經超

越日本，投資金額上日本仍然維持第 2 大投資來源國，中國則是第 3 名，持續成

長的中資企業因為產業結構與東協本土企業類似，因此常常會產生排擠效應，相

                                                      
67 范凱云，<日本對東亞經濟整合的見解與策略>，《東亞經濟整合趨勢論叢》，2009 年 6 月，頁

26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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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日本企業與東協企業較多是屬於互補關係。68 即使安倍經濟學成功，日本也

無法再獲得東協的廉價土地與勞工優勢，現在東南亞中還有中國與韓國的勢力，

因此競爭比以往更激烈，未來與東協發展勢必是雙向或是更廣泛的區域整合。69 

    再由表 4、表 5 可見，雖然投資方面中國、韓國對東南亞的投資尚不如日本

與美國，但在貿易上中國已經趕上並且超越了日本。 

 

表 3-4 日中美韓對東協進出口 
 

2008 2009 2012 2013 2016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出口 進口 

日本 105.82  108.89  78.04  82.91  127.93  136.52  122.55  117.87  96.03  105.85  

中國 87.49  109.21  81.51  96.53  142.53  176.84  153.37  198.20  143.51  224.50  

美國 102.64  82.56  82.01  66.65  107.82  91.97  113.78  91.52  131.07  80.73  

韓國 36.50  41.80  34.25  40.46  55.39  76.07  52.84  82.02  45.71  78.54  

來源：ASEAN Secretariat/單位：﹩Billion，檢自：https://data.aseanstats.org/ 

 

表 3-5 日中美韓對東協投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日本 12,986.96 7,753.77 14,618.09 24,358.62 12,981.52 14,757.88 11,535.61 

中國 3,488.60 7,190.11 8,168.22 6,353.51 6,184.82 6,460.52 9,799.27 

美國 13,682.07 8,068.59 19,115.62 11,179.62 13,577.73 23,433.90 12,214.42 

韓國 4,319.26 1,773.87 1,305.61 4,252.90 4,690.27 5,710.41 5,743.48 

來源：ASEAN Secretariat/單位：﹩Million，檢自：https://data.aseanstats.org/ 

                                                      
68 Simon Tay, <Abenomics, Asia and ASEAN>, 《Japan Spotlight》, September/Octorber 2013, 

pp.13-14. 
69 The Japan Times, <’’Abenomics’ stirring optimism in Southeast Asia>,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8/06/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nomics-stirring-

optimism-in-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0/24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8/06/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nomics-stirring-optimism-in-southeast-asia/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3/08/06/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abenomics-stirring-optimism-in-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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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日本對東協進出口趨勢圖 (2004-2016)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ASEAN Secretariat，檢自：https://data.aseanstats.org/ 

 

圖 3-2 日本對東協投資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ASEAN Secretariat，檢自：https://data.aseanstats.org/ 

 

    事實上從圖 3-1 與圖 3-2 可以得知，在 2012 年安倍上台之後，日本對東協

進出口貿易以及投資額都有減少的趨勢。相較起經濟因素，安倍更看重的是東南

進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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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的戰略意義。安倍曾經說過單一國家是無法維持世界和平與穩定，因此日本應

該尋求多邊合作，於是增加與區域內國家的策略夥伴關係(2014 年越南；2015 年

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加深與澳洲、印度這些同樣是民主國家還有東協、

NATO 等的安全連結，形成一個對中國的包圍網。日本也試著放寬過去長久一來

對東南養國家實施的武器禁運還有能力建構限制，提供防禦與安全交流及援助使

東協能夠提升海洋安全能力，例如日本與菲律賓就在 2015 年升級強化的夥伴關

係；2006 年日本與越南成為策略夥伴，2014 年達成協議會提供 6 艘巡航艇。70 

    「東京戰略」71是另一區域性的重要戰略方針。自 1950 年代日本就已經對湄

公河流域地區進行投資，自 2009 年開始進行每年定期會議。72在 2012 年第 4 次

日本—湄公河經濟部長會議以「湄公開發路徑圖」作為進一步推動貿易圓滑化的

基本，提升區域的發展、和平與繁榮，「東京戰略 2012」(Tokyo Strategy 2012)的

展開獲得湄公河流域國家的支持。2015 年 7 月 4 日日本與越南、寮國在會議上

分別簽署無償資金協定，並且與緬甸、泰國都個別簽署專屬經濟區合作備忘錄，

藉以提高在 ADB 的地位，該年日本也將區域戰略提升為「東京戰略 2015」，表

示會提供 7500 億日圓的 ODA 給東協進行「高質量成長」(質の高い成長)，進一

                                                      
70 Gabriel Domínguez, How China is driving Japan closer to Southeast Asia, Deutsche Welle, Feb 24, 

2016, http://www.dw.com/en/how-china-is-driving-japan-closer-to-southeast-asia/a-19070879 
71 新東京戰略共有四支柱：硬性基礎建設、軟性基礎建設、持續發展、協議框架。日本重視的

不僅是建設鐵道還有公路，還有工業架構以及人力資源等，永續發展的優先項目是減少災害危

機、氣候變遷與水資源管理，整合和協調是日本在湄公河流域發展策略中的核心，整體的進展

需要各種行為者的協調。 

參考：Prashanth Parameswaran, <The Real Importance of Japan’s New Strategy for the Mekong：

The focus on aid amounts misses the point>, 《The Diplomat》, July 7,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the-real-importance-of-japans-new-strategy-for-the-mekong/ 
72 2009 年 10 月召開首次經濟部長會議，敲定以整頓基礎建設、促進貿易、振興中小企業、強

化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為四大支柱的「日本—湄公經濟產業合作倡議」(MJ-CI)，於 2010 年正式

將「MJ-CI 行動計畫」具體化。2012 年依據此計畫提出 57 筆基礎建設發展計畫，稱為是「東

京戰略 2012」，三大發展方向分別為：交通建設與基礎建設、提出亞洲貨物公路(Asian Cargo 

Highway)構想、建立東協智慧型網路(ASEAN Smart Network)。 

參考：信報財經新聞，<「新東京戰略 2015」：日本與湄公河五國間的新合作>，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8 日，檢字：

http://www2.hkej.com/commentary/finanalytics/article/1105828/%E3%80%8C%E6%96%B0%E6%9

D%B1%E4%BA%AC%E6%88%B0%E7%95%A52015%E3%80%8D%EF%BC%9A%E6%97%A5%

E6%9C%AC%E8%88%87%E6%B9%84%E5%85%AC%E6%B2%B3%E4%BA%94%E5%9C%8B%

E9%96%93%E7%9A%84%E6%96%B0%E5%90%88%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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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縮短區域內國家間的發展落差。 

    從日本的貿易額可以得知東亞地區對日本的重要性提升，整個東亞占日本貿

易的比重已達 50％。由下圖 3-3 可以得知東協整體主要貿易夥伴分別為中國、歐

盟、日本、美國、韓國，由 2007 年到 2015 年的變化趨勢來看，中國的比重增加，

從 10.6％變為 15.2％，對韓國的比重也從 3.8％增加到 5.4％；反觀美國和歐盟的

貿易在金融風暴以後貿易比重就減少；日本則是維持在 10％左右。可以推測在

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東協的貿易對象就從歐美國家轉移到亞洲，對歐美國家呈現貿

易順差，對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呈現貿易逆差。 

    從圖 3-4 也可看出與東協貿易緊密的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對東協的貿易

呈現出超的狀態，尤其以中國為最多。中國與東南亞地理上上接近，且現在中

國許多工廠都採取自動化生產，因此商品大量輸往東南亞。韓國與日本則是將

高端智慧型產品的零件出口至東南亞。 

 

圖 3-3 東協商品貿易夥伴變化 

 

來源：ASEAN Secretariat / 單位：％，檢自：https://data.aseansta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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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東協商品貿易平衡 

 

來源：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6》, p.26 

 

    東協對日本的出口項目以電子產品為最大宗，接著是礦物、機械、汽車等運

輸設備、木材；進口項目最多為機械，其次是電子產品、汽車、鋼鐵、塑膠等。

日本將東南亞國家當作是產品生產基地，將零組件輸出再將成品輸入回日本或是

轉向其他國家銷售。以汽車為例，日本汽車製造商馬自達於 2018 年 1 月在泰國

中部設立汽缸、區軸等汽車裝置的新加工鏈，也重新調整引擎的生產系統以提高

生產力。在泰國生產的引擎將不只供應於當地，越南與馬來西亞的馬自達工廠也

將使用這些引擎，預計馬自達在東協的汽車生產量會在未來 4-5 年超過 20 萬台。

73 這樣的貿易結構與中國和韓國的相似，現階段這三個國家在東協的貿易競爭

相當激烈。 

 

 

                                                      
73 日本経済新聞，<マツダ、タイでエンジン一貫生産 生産能力３倍に>，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檢自：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25905300Z10C18A1FFE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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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東協對日本貿易項目 

 

 

來源：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Chartbook 2016》, p.32 

 

(二)投資 

    2012 年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惡化之後，日本就轉往向東南亞投資，2013 年 10

月安倍的訪問中，他提到現在東南亞國家的領導者們都希望日本可以不僅在經濟

領域，還有亞太地區的安全領域中皆展現領導風範。2013 年日本在該區的投資

已經是對中國的 3 倍。東南亞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勞力成本較低、人口相對

年輕，除此之外東協的市場開放性高，日本已經和東協建立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對於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投資有利。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的資料，約有 56％的

日本企業打算向東協拓展市場，特別是越南、印尼、泰國。74 2015 年外國對東

協的投資相較於 2014 年減少 100 億美元(2015 年為 1200 億美元)，主要的原因是

併購以及公司間較低的貸款。在這些投資之中，製造業的金額增加，中小企業在

                                                      
74 Ma Tieying, <Why Japan’s Investing More in Souteast Asia>，https://www.dbsinsights.com/asias-

growth-story/japans-investing-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1/4 

https://www.dbsinsights.com/asias-growth-story/japans-investing-southeast-asia
https://www.dbsinsights.com/asias-growth-story/japans-investing-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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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內的投資仍然非常蓬勃。因為 RCEP 正被熱烈討論，2015 年東協的主要投

資夥伴增加 11％達 400 億美元，投資者也更加注重 CLMV 國家，總投資金額增

加 38％，約為 174 億美元。75 

    從東協秘書處的統計資料顯示(圖 3-6)，日本在海外投資企業中 70％是中小

企業。進一步看日本企業在東協十國的布局，企業投資數最多的國家為泰國、越

南、新加坡，日本大型企業在泰國投資比例有 60％，在印尼有 40％，在越南則

是僅只有 35％左右(圖 3-7)。 

    這些中小企業主要投資在汽車零組件與電子產業，他們的產品與服務主要用

來供應給更大的跨國企業使用，在區域中扮演著當地與外國企業間的聯繫角色，

使區域內的跨國企業能夠更加強盛。日本中小企業所以在越南、泰國等地進行這

樣結構的投資是因為接近消費者與市場，他們在東協擁有自己的工廠，但當他們

需要尋求當地的市場時會與當地企業進行策略性合作。76 

 

 

 

 

 

 

 

 

 

 

 

 

                                                      
75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 
76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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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日本海外投資的企業類型 

 

來源：《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SME 

Linkages》, p.154；單位：間 

 

圖 3-7 日本企業在海外投資 (2015 年) 

 

來源：ASEAN Secretariat,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SME Linkages》,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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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8 顯示日本在東南亞各國投資的企業類型，在泰國的大中小型日系企業

同時注重研發、生產、銷售為主；在新加坡重視研發、銷售；在印尼、馬來西亞、

越南的企業則是重視生產，這也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在東南亞的整體商業布局。 

 

圖 3-8 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類型(2015 年) 

 

來源：ASEAN Secretariat,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SME Linkages》, 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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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日本企業歷年轉移比例 

 

來源：JETRO,《2017 JETRO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port》,  p.5 

 

圖 3-10 日本對外投資歷年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東協秘書處(https://data.aseanstats.org/)、

JETRO(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越南 

中國 

泰國 
印尼 
印度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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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9 為 JETRO 於 2017 年公布的全球貿易投資報告，對照圖 3-10 日本對

外投資歷年變化。2006 年以後日本企業從日本移往中國的比例大幅下降，反而

從日本轉移至東協；原先在中國發展的企業也有轉往東協的趨勢，2016 年相較

2006 年的移動程度幾乎增加 4 倍，不過移動雖然在 2006 年有明顯增加，2014 年

卻開始小幅度的減少。這些從中國移出的日本企業大部分轉往菲律賓、印尼、少

部分轉往越南。2014 年從中國移轉的企業減少後，泰國、印尼、越南的投資也隨

之減少，2015 年以後大致維持在一個水平。 

    從圖 3-10 來看，從 2011 年起日本對中國和印尼的投資呈現下滑趨勢；對泰

國的投資在 2013 年出現轉折到 2014 年以後維持在 30 億美元左右77；對越南的

投資在 2012 年之後有是呈現緩慢減少的趨勢；對菲律賓的投資在 2015 年之後慢

慢從谷底爬升；反倒是日本對印度的投資在 2015 年以後大幅提升與泰國相近的

水平，顯示出印度的商業重要性逐步領先東協多國。 

 

(三)援助 

    日本的雙邊 ODA 占整體援助的四分之三，多邊援助僅占 4 分之 1，雙邊援

助模式是 ODA 的特徵，如此的方式才能確保日本援助的「能見度」，並且能夠做

出最即時的反應與妥當的運用。2000 年聯合國千年元首會議提出八項國際發展

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之後，日本的 ODA 白皮書便將這些

目標作為是援助發展的圭臬。日本的 ODA 特色是專注於經濟成長、人力資源發

展、機制建立促進亞洲地區的開發與減貧，同時日本也希望藉由 ODA 鞏固和平

與穩定、人類安全、達成發展目標。在所有 ODA 項目之中，以經濟基礎建設居

首位，占 34.9％，日本也逐漸增加社會基礎建設的投入。 

2002 年日本外務省考量十年以來的國內外環境，宣布修改 ODA 憲章，憲章

                                                      
77 根據 JETRO 2014 年全球貿易與投資報告書，2013 年日本企業採取「泰國+1」策略後，30％

的日本企業選擇到印尼設立海外據點，21.8％選擇越南，17.6％選擇緬甸，選擇柬埔寨與寮國的

分別為 9.6％和 7.3％，僅有 5％的日系企業選擇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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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特徵然是對於亞洲的重視。2005 年為了將自身的發展經驗移轉到世界各

國，日本提倡東亞發展倡議(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IDEA)，作為

東亞開發的要素有：所有權；政府主導的開發比例；吸引民間投資；基礎建設、

政策法規制定、人才培育等。同年 2 月修改 2003 年制訂的 ODA 大綱，內容有

包括環境與開發並存、避免用於軍事和助長國際紛爭的用途、關注開發中國的軍

事武器等動向、促進民主化與導入市場經濟和保護人權，並制定新的 ODA 中期

政策78，希望提高 ODA 的效能，對於開發中國家的援助比需要能夠有益於國際，

日本會更加積極地為發展與安定貢獻，往後 5 年將增加 100 億美元的 ODA，包

括對非洲的開發、日美戰略開發協調等新的方向。2008 年第一次湄公河—日本

外長會議上各方同意以日本—東協整合基金(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JAIF)

幫助促進東西經濟走廊南方經濟走廊的發展，目前已經進行到最終階段。79 

    2009 年 9 月鳩山內閣成立，鑒於 2010 年將開始實施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

定，民主黨主張日本重回亞洲，以 ODA 模式協助東南亞往東亞共同體方向邁進，

於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中鳩山提到會持續強化對湄公河地區支援。80 11 月

湄公河元首會議首次開會以「湄公河整體區域發展」；「克服環境、氣候變遷的脆

弱性(朝向綠色湄公的 10 年)」；「擴大合作、交流」作為三支柱，針對湄公河流域

的柬埔寨、寮國、越南擴大 ODA。2012 年之後安倍第二任任期考量到中國日益

增強的國際影響力，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政策更加強調加大對共享價值國家的援助，

                                                      
78 舊的中期政策為 1999 年制定。為了回應全球規模的議題，新的 ODA 中期政策將更進一步的

具有戰略意義。新的中期政策以未來 3-5 年的國內外情勢為依據，在「保障人類安全」的主旨

上，為「減貧」、「持續成長」、「解決地球規模的問題」、「建構和平」的四個課題努力。具體的

方法包括：以人為中心確實提出符和當地需求的援助；強化區域社會的參與；重視人的能力並

提供保障；尊重文化多樣性；活用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 

參考：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5_hakusho/ODA2005/html/honbun/hp203020

000.htm 
79 MOFA of Japan, <The Tenth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ttp://www.mofa.go.jp/s_sa/sea1/page1e_000174.html, viewed on 2017/8/27 
80 在日本之前，2009 年 7 月 23 日美國前國務親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和湄公河下游(柬埔寨、

寮國、泰國、越南)等國的外長共同發表「湄公河下游倡議」(The Lower Mekong Initiative，

LMI)，內容包含強化水源管理、支持教育、增進健保系統。 

參考：美國國務院，https://www.state.gov/p/eap/mekong/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5_hakusho/ODA2005/html/honbun/hp203020000.htm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5_hakusho/ODA2005/html/honbun/hp203020000.htm
http://www.mofa.go.jp/s_sa/sea1/page1e_000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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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中與中國有南海衝突的越南以及當時正進行民主轉型的緬甸是重要的援

助對象。此外海外投融資，也就是民間企業與組織的角色被認為是政府值得關注

的部分，要利用 ODA 作為扶植日本中小企業、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 

    亞洲是日本一直以來非常重視的區域，近年來有如越南這樣經濟持續成長、

往市場經濟發展的國家，日本會依照各國發展情況的差異做出援助方案的調整。

對於東協國家，日本以大湄公河流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計畫、建

設東西走廊等方法，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合作促進區

域連結。 

    圖 3-11 為日本對 5 個國家贈與項目的政府援助，在 2011 年以前以中國為最

大接受國，2012 年以後越南變得相對重要，但金額遠不及 2011 年以前對中國援

助金額的一半，越南之後是菲律賓與印尼。在圖 3-12 的貸款項目中，中國、印

尼、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度等國在 2007-2015 年間獲獲得的貸款時間與金額

不一，但唯有菲律賓在 2014 年以前幾乎每年接受日本的貸款。從圖 3-13 的技術

援助來看，中國同樣在 2011 年以前獲得最多的技術援助，但在 2012 年起越南為

最大受援國，其後是印尼與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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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日本 ODA—Grant Aid (單位：百萬美元)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OECD，檢自：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indicator-

chart 

 

圖 3-12 日本 ODA—Loan Aid (單位：百萬美元)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OECD，檢自：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indicator-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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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日本 ODA—Technical Cooperation (單位：百萬美元)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OECD，檢自：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indicator-

chart 

 

二、 政治與戰略—美日同盟、強化與周邊國家關係 

    安倍的東南亞策略除了前述的美日同盟、和強化與周邊國家關係之外，具體

表現在「東京戰略」、集體自衛權解禁、以及軟實力之中，分述如下： 

 

(一)「東京戰略 2012」 (Tokyo Strategy)與「新東京戰略 2015」 (New 

Tokyo Strategy 2015) 

    2008 年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越南、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舉行第一

次的部長會議，從 2009 年鳩山首相開始第一屆日本—湄公河高峰會，並將該年

訂為湄公河—日本交流年(Mekong-Japan Exchange Year)，至今每年皆有與舉行會

議。2010 年展開公私領域的合作對話，2011 年開啟「綠色湄公河」論壇。2012

年湄公河流域元首會議採納「日湄合作的東京戰略 2012」內容包括強化湄公河

連結性、促進貿易投資、以人類安全保障與環境永續，以此三支柱作為基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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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元首和外相會議。81  

    東京戰略 2012 的具體措施包括幫助民主化的緬甸進行改革、縮短東協國家

間的貧富差距、東協防災網絡建構、亞洲總體開發計畫、東協連結性總體計畫。

2013 年 12 月在東京召開日本-東協特別元首會議發表「日本-東協友好合作願景

聲明」，為中長期的關係強化努力，以強化連結性與減少差距為目標，未來 5 年

間將會提供 2 兆日圓的援助，位各國進行基礎建設，例如柬埔寨國道 1 號道路建

設、寮國國道 9 號線建設(湄公河流域東西經濟走廊)、柬埔寨橋樑建設、越南峴

港，在基礎建設館以部分，日本政府派遣相關人員至當地提供技術，讓當地國能

夠維持管理能力和關稅能力。隨著 ODA 增加帶來的環境改善，日本企業投資也

隨之增加，這也可以說是投資導向的援助計畫。 

    在 2015 年的湄公河次流域會議上，延續先前的東京戰略 2012，雙方進一步

提出「新東京戰略 2015」。以強化湄公河連結性、產業人才培育與軟體連結性、

實現綠色湄公河、多元行為者合作為支柱。2015 年 11 月日本-東協元首會議上安

倍首相提出「高質量基礎建設夥伴關係」(質の高いインフラ投資)，基礎建設策

略已經由「量」轉向「質」的投入，安倍稱之為是「高質量成長」(Quality growth)。

82 高質量成長將進一步縮小區域內的發展差距，將借款手續簡化、創設新的借款

制度、以及改善海外借款制度，並且與國際型金融機構合作，維持一個穩定與持

續的總體經濟環境，確保包容性的持續成長。國家們都接重申民主與法治、尊重

人權和實現區域的和平建構。以日本的「品質保證」作為輸出日式基礎建設的策

略。83 除此之外在基礎建設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夠忽視人才的培育，因此在元首

                                                      
81 在 2012 年第 4 次元首會議上日本與東協同意在 2015 年時採取「東京戰略 2012」這個新的合

作關係，這個關係將以「湄公河連結性強化」、「共同發展」、「人類安全保障與環境持續性確

保」為支柱。 
82 Prashanth Parameswaran, The Real Importance of Japan’s New Strategy for the Mekong, The 

Diplomat, July 7,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the-real-importance-of-japans-new-strategy-

for-the-mekong/ 
83 事實上日本的品質在近年受到質疑，比方說日本最大鋼鐵廠—神戶製鋼所竄改強度證明，該

鋼鐵廠生廠的鋼鐵被日本高鐵、三菱重工製造的飛機窗框、美國波音公司零件使用，另外日產

汽車(NISSAN)也雇用無照新進員工做為驗車人員，這些醜聞恐致「日本製造」的品質保證被破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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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安倍也提出未來 3 年間 4 萬人人才培育的「產業人才培育合作倡議」。 

    2016 年 7 月第 9 次湄公河外長會議強調制度性連結的強化(制度改善、經濟

特區、產業振興政策、通關便捷化等)，提出「日本-湄公連結性倡議」。日本在東

南亞以基礎建設、制度與人才培育、貿易、強化法治、民間投資活用、海洋安全、

防災等 ODA 協力的方式進行。並且在 2016 年 9 月的東協元首會議上進一步將

2010 年通過的「東協連結性總體計畫 2025」(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作為 2010 年計畫的延伸文件。 

 

表 3-1 新東京戰略 2015 的四支柱 

硬體面 

 

強化湄公河區域基礎建設等硬體面連結性是在發展中不可或缺

的，必須進行以人為中心的投資以及推動高品質的基礎建設，結

合區域經濟發展的整合性與開發潛在社會和環境影響評估，強調

民間的參與(官民合作，PPP)、投資環境改善等。除了都市開發、

能源、交通運輸、上下水道、農業、通信等領域的基礎建設之外，

也重視陸海空三方位連結性。 

軟體面 日本與湄公河國家進行官民合作及產業對話，支援企業進行「+1

投資戰略」，透過擴大日本企業的生產網絡強化湄公河地區產業

結構的高度分工，也加速區域研究開發的創新基礎。以「湄公河

產業開發願景」與經濟特區使各國競爭力提升，在專業化及合作

的概念下互補，強化產業結構和價值鏈，擴大與印度、中國等周

邊國家的貿易，作為亞洲與世界生產的中心。 

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日本—東協經濟產業合作委員會、東西走

廊開發小組共同策定發展願景，在專家和勞動力養成的配合下達

成高品質成長。除了軟體面的連結之外，法治、智慧財產權保護、

關稅及郵政制度現代化、手續合理化/便捷化、透過區域經濟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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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連結等等是合作的目標。強化合作的方法包括制度連結、

經濟連結、人與人的連結，比如「日本越南大學計畫」(日越大学

プロジェクト)就是一個典型人與人連結的例子。 

除此之外，日本也開始加強湄公河流域國家對於日文的學習，派

遣日本語教學人員(日本語パートナーズ)進行各式各樣的文化交

流，以「文化的 WA 計畫」(文化の WA プロジェクト)以及「日

本—東亞交換學生網絡」(JENESYS 2015)為推動基準，另外，國

際交流基金亞洲中心為 2020年東京奧運舉辦的「日本湄公河U—

15 足球交流計畫」獲得高度評價。 

綠色湄公 為了能夠使區域永續發展，日本與這些國家會加強防災、氣候變

遷、水資源管理的合作。 

多 行 為 者

合作 

帶動高品質成長的的 4 個方法就是與多樣行為者的合作，這些行

為者包括美國、韓國、中國、湄公河區域國家、國際組織、NGO、

民間部門等，為長期減貧、基礎建設開發提供知識與經驗，由亞

洲開發銀行(ADB)提供融資。 

來源：日本外務省，<「日・メコン協力のための新東京戦略 2015」（MJC2015）

（仮訳）>，檢自：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ea1/page1_000117.html 

 

(二)集體自衛權解禁 

    現階段對日本而言最需重視的議題是北韓頻頻核武、飛彈開發的挑釁行動，

以及中國不透明的軍事力量強化和海上、空中領域的行動。全球的變化及技術發

展快速，伴隨而來的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國際恐怖主義盛行、跨國威脅

無可避免，除此之外亦不可忽視的是人類安全保障問題擴大。2013 年 10 月的美

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2+2 會議)為現行防衛指針修改達成共識，2015 年 4 月美

日元首會議之後確認美日關係昇華到更堅固的地位，擴大防衛範圍至彈道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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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宇宙等領域。此外，雙方也正式商討普天間機場遷移以及在日美軍重新編

制、減少沖繩當地對美軍基地的負擔事宜。84 

    安保議題是安倍政權最關注的領域，修改現行的日本憲法、擴大集體自衛權

的行使範圍成為首要目標。舊金山和約第一條規定終結與日本戰爭關係；第五條

規定日本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承認日本得自動加入集體安全之措施；

日本以此二條文作為與東南亞國家互動之基礎。85 2014 年日本內閣決議解禁集

體自衛權，新設<武力攻擊事態法修正案>、<國際和平支援法>2015 年美日召開

外交與國防部長級(2+2)會議，雙方針對<防衛合作指針>修改達成共識，除加入

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規範外，自衛隊還向美國提供後勤支援，不再受到「周邊

事態」的地理限制，回應「積極和平主義」。 

    日本為了要能夠將巡航艇和其他設備透過 ODA 的名義輸出到其他國家，日

本鼓勵東南亞國家們將海上警備力量劃分為軍事與海上警衛隊。2011 年 12 月日

本的武器出口禁令幾乎被解除，日本得以用和平目的銷售軍事設備。海洋安全導

向的 ODA 成為對中國軟性平衡戰略的工具，在 2010 年的防衛指針中就提及以

雙邊、多邊安全合作為基礎，創造安全防衛網的必要性，特別是和美國與東協，

目的首先是建構防衛能力，再來是形成一種海洋國家聯盟。2013 年 10 月的美日

2+2 會議上，美國對日本新的安全導向 ODA 表示贊同。在對東協方面，日本 2012

年就提出一個嶄新的軍事協助計畫，安倍將自由的防衛規範當作是對東協新外交

策略的核心，2013 年 1 月安倍列舉出新五原則作為新的安倍主義，大多數的東

南亞國家包括印尼、越南、柬埔寨等都表示對於安倍防衛計畫的理解與支持。86 

印尼、菲律賓、越南被視為是東南亞安全的關鍵伙伴。越南與菲律賓與中國有領

土爭議，印尼則是有取得東協領導地位的意念，三國都處於東南亞的海洋要道周

                                                      
84 外務省，<美日安全保障體制>，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9 日，檢自：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taisei.html 
85 宋鎮照、鄭子真、呂柏志，《後冷戰時期日本與東協互動關係轉變之研究：安全與發展之建

構主義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57。 
86 Céline Pajon, <Japan’s “Smart” Strategic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smart-strategic-engagement-in-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0/13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smart-strategic-engagement-in-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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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日本與印尼、菲律賓在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簽署許多協議，這兩國都主張以多

邊協調方式解決南海問題。 

 

(三)區域戰略—自由繁榮之弧到印太戰略 

    自安倍第一次任首相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至今以國際協調、「積極的

和平主義」的立場出發，展開「俯瞰地球儀的外交」。印度洋的角色始終出現於

安倍的戰略中，2016 年安倍正式將印度洋使用在戰略的名稱中，強調亞太地區

和南亞的連結，以日本為出發點向下連結東南亞一路向左延伸至紐澳、向游延伸

至印度非洲。東南亞可以說是整體戰略路徑圖的連接點，因此在此需要強調印太

戰略的重要性。 

    2015 年 12 月安倍訪問印度時將日印關係定義為「最具有潛力」，日本與印

度開起在安全、國防、貿易、投資、金融、旅遊、援助等多領域的合作關係，以

經貿合作作為熱點、安全合作作為焦點、開發非洲作為支點87。 2016 年 8 月日

本在肯亞的「非洲發展的東京國際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frica’s 

Development，TICAD)會議上發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88，此戰略主

張「兩個大陸」(現住成長的亞洲和有潛力的非洲)和「兩大洋」(自由開放的太平

洋與印度洋)是掌握國際社會安定與繁榮的鑰匙，現在已經完成東南亞與南亞民

主主義、法律制度、市場經濟為基礎了領導地位，接下來就是要與中東、非洲串

聯，這個戰略的重點就是要活用 ODA，實現「有活力的連結性」(生きた連結性)，

                                                      
87 2017 年 5 月 12 日莫迪在第 52 屆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提出「亞非增長走廊」構想，日本表示

將在未來 3 年內提供 30 億美元、印度提供 10 億美元興建個夥伴國家的基礎建設、發展製造

業、人力資源、醫療衛生、人才交流等，希望建立從西非到東非再經印度洋的經濟走廊。 

參考：中時電子報，<觀念平台－「亞非增長走廊」浮現，台灣如何應對？>，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7 日，檢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22000085-260202 

鳳凰網國際智庫，<安倍訪印，或悄悄地為美國的外交政策調整作準備？>，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7 日，檢自：http://pit.ifeng.com/a/20170917/52027972_0.shtml 
88 亞太地區的概念是 1970 和 1980 年代由日本和澳洲提出，為的是要拉近與美國的關係，以及

促進亞洲經濟發展。2010 年時任國務卿在檀香山首次正式提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海洋

戰略)。印太概念具有深厚的經濟與策略性利益，是世界主要的貿易走廊，可以被視為是海洋的

超級區域(Super-Region)，東南亞則是印太的中心。印太概念所以被注目是因為經濟和戰略意

義，隨中國崛起以及印度逐步壯大而受重視，2015 年後因為中國一代一路而被強化。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922000085-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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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安倍首相與岸田外向頻繁的出訪加深與各國元首、官員間的信賴關係。89 

    2017 年 9 月 13 日安倍與莫迪舉行了自 2014 年以來的第 10 次會面。雙方在

印度的「向東政策」(Act East)與「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上有具體合作想

法。強化東南亞到非洲的連結，進行基礎建設、人才的合作。北韓議題上，日印

兩國遵守安理會的決議。此外兩國也正進行高鐵的動工儀式。政治與安全保障議

題上，安倍表示將繼續與印度進行無人車、人工智慧的研究，擴大每日印三國在

各軍種的共同演習。經濟合作強化投資環境與企業進出。將 2017 年定為日印友

好交流年，直到 2020 年東京奧運擴大觀光人潮。90 

    日本外務省 2018年的預算申請將比 2017年增加 10％以上(約 4777億日圓)，

大部分用於「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以及「高品質基礎建設」相關政策上，

這些政策上大致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路線吻合。近來日本的 ODA 主要投資項

目為東南亞的巡邏艇、非洲海灣地區的基礎建設、島嶼雷達建設、海灣設備建設

等，強調東海、南海至印度洋的連結性。日本外務省高層官員表示將不排除與擁

有龐大資金和技術的中國合作，但同時不能忽視中國「珍珠鏈戰略」這種進行海

上基地的部屬，例如中國將吉布地的港口用作軍事用途就引起日本的擔憂。91 

 

 

 

 

 

 

 

                                                      
89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17>，瀏覽日期：2017 年 9 月 13 日，檢自：

http://www.mofa.go.jp/mofaj/fp/pp/page25_000776.html 
90 外務省，<日印首脳会談>，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7 日，檢自：

http://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4_003293.html 
91 日經中文網，<日本 ODA 與中國「一路」重合的苦惱>，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檢

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6793-2017-09-01-04-5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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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 

 

來源：外務省，《2016 開発協力白書》，頁 15。 

 

三、 軟實力—價值觀外交與民間交流 

(一)價值觀外交 

    福田康夫延續福田赳夫的的主張，以「心與心的交流」為基礎，加強日本與

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達成東亞共同體的目標。福田康夫主要想改善關係的對象為

中國與南韓。福田首相的外交更重視多國家的協調，堅持實現東協共同體、強化

美日同盟、致力作為和平協力國家、培養與強化知識世代交流、處理全球氣候變

遷。日本將價值觀外交融入到 ODA 之中，在 1991 年公布 ODA 實施四原則，依

據這些原則展開以援助為主的民主化促進及維護。第二階段是在 2001 年 911 事

件以後小泉譴責恐怖主義、國會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透過價值觀外交與印度、

澳洲等國進行安全防衛上的合作透過價值觀外交希望在國內能夠提高國民的國

家意識，在國際上保護日本的經濟命脈，確保海上航線的安全，實現多途徑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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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實現經濟、政治、軍事的大國夢。2001 年小泉上台以後便採取向美國一面

倒的外交政策，大力宣揚「普世價值」，基於美國全由軍事戰略調整的需求，以

及日本希望在安全領域能夠發揮更大作用的渴望，擺脫戰後和平憲法的限制實現

正常國家的目標，雙方強化日美同盟，也促成日本軍事技術的發展。對於東協的

關係也在 2001 年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後變得積極，2005 年小泉在吉隆

坡的東亞峰會上強調普世價值在建立東亞共同體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92小泉在

訪問東協時頻繁提到價值觀外交，希望可以讓東協發展成為一個擁有民主、市場

經濟等基本價值的共同體，進而使紐西蘭和澳洲加入(ASEAN+6)，以減少中國的

領導權。93 

    美國小布希擔任統之時特別強調民主、自由等價值，因此從小泉時期日本外

交也開始有強調這些價值的傾向，直到安倍第一次擔任首相時外長麻生太郎正式

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價值觀外交，當時這個方針與「強

化美日同盟」、「加強與中國、韓國、俄羅斯等鄰國關係」並列為外交基軸。根據

外務省的說明即指「基於普遍的價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的統

治、市場經濟）的外交」。94 價值觀外交的對象包括印度、澳洲、韓國、印尼等

中國以外的國家，這又要與「俯瞰地球儀的外交」一起觀察，具有圍堵中國的戰

略意義，此外東南亞又處於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交會之處，所具有的意義又更多了。 

    2006 年安倍與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方針是與和日本同

樣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的國家進行價值觀傾向的

外交，範圍涵蓋美國、澳洲、太平洋全體。2007 年福田康夫接任安倍成為首相，

他不再提及安倍價值觀外交，而是以 1977 年福田赳夫的福田主義為基礎提倡「共

鳴外交」，又被稱為是「新福田主義」，重視與美中間的平衡，將聯合國安理會改

                                                      
92 張衛娣、肖傳國，《21 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3-8。 
93 張衛娣、肖傳國，《21 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143-174。 
94 日經中文網，<「價值觀外交」使日本「不戰自敗」>，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4 日，檢

自：http://zh.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zhangshicolumn/18052-20160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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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及加入常任理事國作為目標。95 2008 年麻生太郎繼承福田積極的亞洲外交，

提出「新亞洲主義」，重視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對中關係，重啟價值觀外

交。96 2012 年 12 月安倍另外提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構想，希望與美國、澳洲、印度共同形成「菱形陣線」抗衡中國崛起，

但並未獲得美國支持。 

    日本如同歐美國家認為現代國際社會中，各國遵守自由、人權、民主主義、

男女平等等「普世價值」，這些價值觀為先進國家所持有，為了能讓各國都有這

樣的思想，日本勢必要為國際做出貢獻，尤其是讓非西方國家盡快的現代化，並

非僅僅是將西方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輸入到發展中國家，更重要的是讓市場經濟、

企業家精神、教育等理念讓目標國家能加以內化。日本在為國際貢獻之時，還要

活用自身的傳統文化以及經濟社會系統。利用日本既有的發展經驗，在國際間創

在日本新的國家形象，使日本作為先進國家的一員，擴展國際話語權，以「夥伴

關係」立場作為出發點，創造各國、各領域、各層次的網絡，成為和平與繁榮的

積極貢獻者。97 

 

(二)人員與文化交流 

    2016 年 6 月日本國會通過「日本再興戰略 2016」，要活用 ODA 創造日本與

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創新能力，預計從 2017 年的 5 年起提供 1000 人至日本實習的

機會。人與人的交流在近年來越發積極，透過「日本—東亞學生與青年交流網絡」

(Japan-East Asia Network of Exchange for Students and Youths，JENESYS)和「WA

計畫(WA Project)」98希望能更進一步的交流深化。 

                                                      
95 張衛娣、肖傳國，《21 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16-17。 
96 張衛娣、肖傳國，《21 世紀日本對外戰略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18。 
97 國際交流研究會，<新たな時代の外交と国際交流の新たな役割―世界世論形成への日本の

本格的参画を目指して>，2003 年 4 月，頁 20-22。 
98 JENESYS 計畫從 2007 年開始實施，由日本國際合作中心(JICE)負責。 

參考：http://www.jpf.go.jp/e/about/archive/information/1312/12-01.html 

http://www.jpf.go.jp/e/about/archive/information/1312/1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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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球議題 

    日本為人類社會和基本價值的貢獻(2030 年議程、SDGs、女性、人權、國際

保健)、為世界繁榮貢獻(ODA、TICAD、高品質基礎建設、氣候變遷、科技外交)、

為世界和平貢獻(軍事縮減、核不擴散、國際合作、中東區域安定、對激進主義的

對策、聯合國合作、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對外訊息傳遞與強化外交措施(對外宣

傳日本獲取支持、加強外交體系品質)，讓東南亞國家看見日本對全球議題的具

體行為，從而塑造日本的正面形象。 

 

第四節 小結 

    自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亞洲就處在美國領導體系中的軸福(Hub and Spoke)秩

序下，日本在戰後初期扮演的都是比較被動角色，冷戰時期採取政經分離原則。

1960-1980 年代日本政府開始摸索走向政治大國的發展道路，並於 1980 年代日

本確立政治大國的發展戰略，是對經濟立國戰略的調整。日本將以亞洲外交作為

出發點，透過積極參與亞洲事務、家前與亞洲國家的經濟聯繫、以及在安全議題

上的合作與對話，成為亞洲的領導者。 

    1977 年的福田主義後日本調整對東南亞的外交戰略，1990 年代日本因為柬

埔寨戰爭得以藉由維和行動對東南亞派出自衛隊，1996 年的美日共同宣言重新

定義了日本在亞洲的安全性角色。2001 年後日本成為美國反恐的重要夥伴，海

上自衛隊因此能夠行駛於印度洋並停駐在沿岸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關係發

展主要是在 2008 年之後中國在南海的挑性行為增加，東南亞國家希望透過日本

制衡中國的行為。 

    安倍時期的東南亞外交政策包括經濟和政治的交流，但和以往的首相最大的

                                                      
WA 計畫全名為「"WA Project" ～Toward Interactive Asia through "Fusion and Harmony"」，是

2013 年 12 月 14 日安倍在東協—日本高峰上為至 2020 年的文化交流提出的新政策，日文的

WA 漢字寫作「環」與「和」。 

參考：http://www.jpf.go.jp/e/about/archive/information/1312/12-01.html 

http://www.jpf.go.jp/e/about/archive/information/1312/1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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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就是政治領域的合作增加，從文中的數據來看貿易和投資的項目並沒有很大

的差異，日本與東協國家的軍事關係卻變的密切，例如共同舉行軍事演習、出售

軍事設備等。不能忽視的是中國與美國因素在日本的東南亞政策中扮演的關鍵，

中國的崛起讓周邊國家產生擔憂，美國的再平衡政策位日本提供了一個向東南亞

展開政治關係的契機，由原先被動的立場，變成積極、貢獻的角色。 

    除了東南亞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7 年 9 月安倍訪問印度與總理莫

迪會談，安倍表示日印兩國要形成「強大的印度為日本，強大的日本為印度」的

戰略性關係，相互支持「向東行動政策」與「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99 目

前美國的亞洲戰略藍圖是拉攏印度制衡中國，2017 年 10 月白宮表示川普確定了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區域」，川普上台後首次進行的亞洲行將會向亞洲長

期的盟友以及夥伴確定美國的領導地位。此次的行程將以日本為起點，接著是韓

國、中國、越南、菲律賓，美國希望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捍衛法治、自由航行、

普世價值。8 月底川普決定增兵阿富汗時批評巴基斯坦沒有在反恐議題上盡心盡

力，9 月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訪問印度不久，10 月國務卿提勒森也到了

印度，除加強合作之外還要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進行戰鬥機、海上無人偵察

機的軍售。美國與印度的合作與日本的「自由走廊」、「安全保障的鑽石構想」吻

合。100 

    總體而言，安倍對東南亞關係的核心是基於政治利益，相比起提升日本自身

經濟發展，更重視的是如何利用東南亞制衡中國擴大的影響力，維持東亞的穩定

結構。方法為安倍主義(東南亞外交五原則)、經貿、安保(海上安全、擴大地區安

全事務發言權)。美國在川普的領導下希望減少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利益，從

現在對印度洋的外交布局看來，美國可能會將日本的亞洲外交方針作為自己外交

藍圖的參考，如此將能對日本有更大的外交發揮空間。

                                                      
99 日經中文網，<日印首腦會談的主要內容>，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3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7047-2017-09-15-10-08-34.html 
100 劉必榮，<川普的亞洲戰略浮現>，《中國時報》A15 版，2017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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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日本對越南的外交政策 

    現在日本與越南最主要的外交關係還以經貿為主，藉由擴大國際市場來刺激

本國競爭力，在協助日本企業走向海外、提高經濟合作層級、強化多面向的自由

貿易協定的同時，確保資源的穩定供應，日本所奉行的「經濟外交」策略包括國

際規則的制定、和重點國家及區域的對話與合作等。 

 

第一節 外交政策發展過程 

    越南位處中南半島與南海的交界處，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日本與越南間交

流的歷史可以追朔至 8 世紀，但當時大多是商業或是傳教等活動，直到日本明治

維新以後，特別是日俄戰爭以後，越南國內出現「東遊運動」，越南的日本留學

風潮出現前所未有的盛況，經濟交流也因此變得緊密，這種現象持續到 1954 年

日本投降為止。1 

    1940 年代初期因為中南半島遭到英國、法國的封鎖，經濟情況並不樂觀。日

本覬覦東南亞的豐富資源因此與在當地經營已久的法國逕行越南的勢力範圍爭

奪，1940 和 1941 年日本與法國簽署協議承認法國的主要名目控制權，呈現日法

共治的局面。日本弱化法國的力量為越南共產黨提供一個契機，1941 年印度支

那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China，CPI)建立了越盟(Viet Minh)，獲得

中國共產黨支持，事實上也有美國特務局戰略服務處（OSS）的支持。之後越盟

進行「八月革命」防止法國勢力再次進入越南。隨著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之後，

越盟的領導人胡志明宣布越南在 1945 年 9 月 2 日獨立，命名為「越南民主共和

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DRV)。不過在此之前的波茲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中，列強認為應該讓法國重新回到越南，並且防止共產勢力崛起。2  

                                                      
1 中臣進，《実感！ベトナム経済》，東京：日本評論社，1995 年，頁 154-166。 
2 Guy Faure and Laurent Schwab, 《Japan-Vietnam：A Realtion under Influences》, Natioa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NUS Press, 2008, pp.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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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與南越的正式關係始於 1955 年，不過私底下日本也透過日本—越南貿

易協會與北越進行往來，當時對日本出口煤炭是北越維持經濟的重要方法。1965

年後美國便要求日本停止出口電纜、銅至北越，日本對北越的商業往來並沒有因

此而中斷。3 越戰時期，因為日本國內的輿論反對，日本政府並不支持出兵越南，

越戰也是日本從美國手上重獲政治自主權的契機。受限於戰後通過的日本國憲法，

日本並不能在國際爭端出兵。當時沖繩仍然是在美國的佔領下，因此美國就將在

島上的美軍調度到越南參戰，這讓日本的立場顯得尷尬。儘管如此越戰讓日本的

中小企業發了一筆戰爭財。4  

    雖然日本跟隨美國的政策給予南越經濟援助，但在尼克森衝擊之後，日本認

為應該要與河內建立友好的關係，對北越的支持引起了東南亞國家的反對。1974

年田中角榮首相訪問東南亞時就遭受到了當地的嚴重抗議。5 當 1975 年越南統

一之後，日本開始調整與東協和中南半島上共產國家的關係。6 日本對戰後越南

採取的看法就是希望重新成為在越南具獨特代表性的外國勢力，因此自 1975 年

起兩國的貿易關係就快速成長，由 1.2 億美元在一年之內成長到 2.1 億美元的金

額。7 

冷戰時期因為越南作為共產國家的身分不容於美國的自由民主陣營，因此直

到 1970 年代日本才與北越締結正式的外交關係。日本在 1970 年代帶動亞洲的經

濟起飛，「雁行理論」帶動新加坡、南韓、香港、台灣經濟成長，企業們開始向

海外尋求低廉的勞工，造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稱號。尼克森衝擊之後，1978

                                                      
3 Guy Faure and Laurent Schwab, 《Japan-Vietnam：A Realtion under Influences》, Natioa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NUS Press, 2008, pp. 37-39 
4 Guy Faure and Laurent Schwab, 《Japan-Vietnam：A Realtion under Influences》, Natioa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NUS Press, 2008, pp. 37-39 
5 田中角榮在東南亞出訪時遭受抗議的理由還有：日本企業在東南亞的快速成長、當地各國國

內問題等。 

參考：鈴木靜夫，<一九〇七年代前半の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反日の論理>，《東南アジアと日

本》，矢野暢主編，東京：弘文堂，頁 234。 
6 Henrich Dahm, French and Japanes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Vietnam Since 1975, UK：Curzon 

Press, 1999, p.52 
7 Guy Faure and Laurent Schwab, 《Japan-Vietnam：A Realtion under Influences》, Natioa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NUS Press, 2008, pp.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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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越南在蘇聯的驅使下，為了能夠成為中南半島上的區域霸權，建構「印度支那

聯邦」，對柬埔寨進行侵略行動，該戰役一直持續了十幾年，在入侵柬埔寨的同

時，越南也在 1979 年和中國發生了邊境戰爭。1985 年美國為了因應日本對本土

的大量進口產生的貿易赤字，與西德、法國、英國、日本在紐約簽訂「廣場協議」，

宣布介入管理匯率。企業與投資者為了減少匯兌的影響，讓資金流入日本國內市

場中。日本為了因應受打擊的出口產業，開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 

198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初期，日本國內出現許多投機經濟活動，導致經

濟泡沫化，但資產價格的上漲並沒有相對應的實質發展，因此泡沫經濟開始走下

坡，銀行體系失去信用之後開始採取金融緊縮政策，泡沫開始破裂，由此至今日

本仍然陷在經濟緊縮的蕭條狀態之中。日本繼續支持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也順應

東協國家的要求凍結對越南的援助，這使得越南的經濟受到動搖，1986 年越南

政府就將戰略由領土擴張改為經濟改革。直到越共背後支持的勢力—蘇聯解體，

再加上經濟受創和國際地位遭動搖等原因，1991 年在國際社會努力下，越南做

出妥協與柬埔寨達成和平協定。美國也逐步去除對越南的經濟制裁，直到 1994

年完全去除，並於 1995 年正常化兩國的關係。8 

    1990 年代以後，中國的勞工薪資逐漸提高，企業們又把注意力轉向東南方。

日本在 1992 年之後是支持越南經濟發展與重新融入區域和世紀金融體系的重要

推手，日本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使越南的周邊國家再次接納他，又要從何時

再次對越南提供援助？於是 1993 年宮澤首相就呼籲東協國家規劃一個為了和諧

發展的整體規劃，利用 ODA 計畫、大湄公河次區域發展項目(Greater Mekong Sub-

region Development Project)、亞洲開發銀行(ADB)等機制促進東協經濟層面的合

作、也提供區域內國家的企業優惠待遇，希望減輕對於日本的負面觀感。9 1990

年代日本對越南重啟的援助面臨兩個困難，一是美國對越南的貿易禁運，另一項

                                                      
8 The Japan Times, Japan should revisit Vietnam policy, May 7 2015,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5/05/07/editorials/japan-revisit-vietnam-policy/ 
9 Henrich Dahm, French and Japanese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Vietnam Since 1975, UK：Curzon 

Press, 1999, pp.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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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東協的反對。 

近 20 年來日本一直在努力從通貨緊縮中復甦，這也是目前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的目標。2012 年 12 月就任以來，安倍提出「三把箭」概念(或稱安倍經濟學)，

希望透過貨幣政策(寬鬆貨幣政策、接近零的利率)、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20.2

兆日圓緊急經濟刺激方案)、以及結構性經濟改革與成長策略(投資、基礎建設、

能源政策、農業自由化、勞工市場改革等)等三個面向提高國內需求和 GDP 成長

以擺脫困境。10不過現在日本仍然面臨政府動力和成長的匱乏，現在國內仍然負

擔高額的債，結構改革也窒礙難行。2015 年 9 月安倍進一步提出新三把箭(安倍

經濟學 2.0)，從提高生育率、擴大社會安全、國會改革來解決低勞動人口和改善

女性從政的環境。11 

1986 年採取經濟自由化政策以來，越南經歷了經濟快速成長。1995 年起越

南便開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談判，2006 年 10 月 26 日越南完成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的談判，成為 WTO 第 150 個會員。2007 年正式加入 WTO 後，

越南吸引大批外資，經濟成長始終維持在 6％以上，2017 年越南預計能有 6.3 的

成長。12從越南的經濟表現來看，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貧窮率，越南有顯著

的改善，從 1990 年代的 9 成，到 2010 年已經下降到 6 成。因為越南過去是社會

主義經濟體制，國民普遍貧窮，2000 年對民間企業放寬限制後，富人的增加比例

沒有因此大幅上升，因此越南的所得差距較鄰國低。不過越南的 GDP 與購買力

平價的差距逐年增大，也就是說雖然人民所得上升，但是物價也相對上升，因此

購買力的成長速度相當緩慢。 

    越南是東協第六大經濟體，服務業、工業、農業分別占 44％、39％、17％，

主要工業與服務業為製造業、採礦業、建造業、房地產、金融等。2016 年越南經

                                                      
10 理財網，<安倍三箭>，瀏覽日期：2017 年 3 月 21 日，檢自：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e485cd4e-8786-449e-8c5c-

2ca04a6650db 
1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benomics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http://www.cfr.org/japan/abenomics-japanese-economy/p30383, viewed on 2017/03/21 
12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vietnam?view=chart, viewed on 2017/3/28 

http://www.cfr.org/japan/abenomics-japanese-economy/p30383
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vietnam?vie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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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相較於 2015 年減緩，主要原因為採礦業以及採石業衰退，農業也受到湄

公河三角洲長期乾旱和土地鹽化的影響。自 2011 年，越南和許多國家達成 FTA

共識，其中包含已經生效的智利—越南 FTA、日本—越南 EPA、越南—韓國 FTA、

越南—歐亞盟 FTA、歐盟—越南 FTA，以及談判中的 RCEP 等，總共 16 個 FTA。 

 

第二節 安倍對越南外交的考量 

    安倍時期的越南外交政策著重於政治領域，可以從日本與越南的高層互訪看

出，為的是要制衡中國崛起帶來的區域權力格局變動，安倍希望透過拉攏越南達

到制衡中國的目的。此外，雖然越南並非東協國家中與越南貿易最密切的國家，

但越南發展的可能性與活力仍然有助於日本的經濟提升，本節從政治淤經濟兩個

面向探討安倍時期的對越外交政策考量。 

 

一、 政治/戰略因素 

(一) 擴大日本軍事影響力範圍 

    越南金蘭灣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是日本的優先考量。金蘭灣在 1979 年到 2002

年間由蘇聯(和俄羅斯)租借建立軍港，在那之後越南堅持不與任何國家在金蘭灣

建立軍事合作。直到中國開始在南海採取大動作之後，越南為了要能夠吸納外國

勢力又不致引起中國的反感而將金蘭灣變成軍民共用的港口，減少軍事色彩，也

就成為了日本海上自衛隊停靠的契機。 

    雖然金蘭灣成為外國國家勢力得以進入的場域，決定那些國家可以停靠仍然

掌握在越南手上，外國使用金蘭灣的順序也就被賦予了些許意義。2016 年 4 月

日本海上自衛隊 2 艘護衛艦「有明號」(JS Ariake)和「瀨戶霧號」(JS Setogiri)在

結束菲律賓的行程之後，首次停靠在越南金蘭灣，加入越南的聯合操艦訓練。當

時的海上自衛隊司令記者會在象徵日本領土的護衛艦上舉行，而非在越南國內，



 

99 
 

因為越南不希望激怒中國，越南也沒有派出最高層級的軍官參加儀式。13 5 月日

本海上自衛隊的掃雷母艦「浦賀號」及掃雷艇「高島號」結束巴林的國際掃雷演

習後，在返回日本途中進入越南軍事重地金蘭灣進行補給。14  

    至於中國與美國軍隊的停靠要到 2016 年的 10 月。10 月 2 日越南先是同意

美國軍艦停靠金蘭灣， 10 月 22 日再同意中國海軍 3 艘軍艦抵達金蘭灣。由於

軍事行動極為敏感，不小心可能導致大國之間的衝突，越南先利用日本當作是進

一步與美中軍事接觸的試劑，而且先是同意日本與美國、之後才是讓中國使用金

蘭灣，算是越南對美國解除武器禁運後釋出的善意，將中國排列於美日之後的原

是，或許是起初越南並未打算讓中國停靠，因為中共高層施壓以及為了平衡與兩

大強權的關係而做出的決定。 

    除此之外，武器買賣近年來也是日本的熱門議題。2014 年 3 月國家安全保

障會議（NSC）上審議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15草案。政府列舉了可獲防

衛裝備轉移認可的情況，並表明了還可向日本的海上交通線所在海域的沿岸國家

出口防衛裝備的方針。16 修改禁令之後，日本就宣布向越南提供巡航艇、向澳洲

輸出潛艇技術、向印度出口水陸兩用飛機、向菲越出口巡邏艇、與英國聯合研發

裝備等。17 

 

(二) 區域合作 

    日本以經濟合作當作政治和軍事合作的根基，區域穩定與安全在這之中就扮

演著重要條件。2012 年中國大城市發生大規模反日抗議以來，根據 JETRO 年度

                                                      
13 日經中文網，<日本護衛艦停靠金蘭灣背後的越南糾結>，瀏覽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檢

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9284-20160426.html 
14 自由時報，<制衡中國 日軍艦停靠越南金蘭灣>，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自：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95228 
15（1）明顯妨礙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時，不轉移（出口）防衛裝備；（2）對允許轉移的情況進

行限制和嚴格審查；（3）進口方將防衛裝備用於目的以外或向第三國轉移時，需獲日方事先同

意並置於妥善管理之下。 
16 Nippon.com, <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草案的理由>，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

檢自：http://www.nippon.com/hk/column/f00027/ 
17 軍網，<日本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則”及其影響>，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檢自：

http://www.81.cn/big5/jkhc/2014-11/18/content_6228929.htm 



 

100 
 

日本企業海外投資調查就發現對中產業投資的比例已經降至 40％以下，是 1998

年以來的第一次日本對東協的投資則是快速增加，尤其是泰國、印尼、新加坡等。 

    在與東協的國防合作之中，海洋安全的能力建構無庸置疑是首要關注的部分。

例如日本在亞洲打擊海盜與船隻綁架的區域合作協定 (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ReCAAP)

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東協防長會議(ADMM+)作為積極倡議者，也在東協區域論

壇的 ISMMS(Intercessional Meeting on Maritime Security)會議上擔任共同主席。日

本在 2016 年 11 月與東協的國防部長非正式會談上提出《國防合作倡議》(Defense 

Cooperation Initiative)，以「永珍視野」(Vientiane Vision)18作為合作方針。「永珍

視野」是以東協全體為範圍的防務合作，擴大實務面共同演練，再多元領域中協

助東協進行能力建構，他的實務合作包括依據國際法維護的海洋安全、人道救援、

科技合作等。 

    在區域安全議題中安倍積極將「價值觀外交」的概念融入。安倍的價值觀外

交路線表示日本重視與歐美的關係發展，強化在東南亞的外交力度，與周邊臨海

國家建構「海洋國家聯盟」。日本與東南亞軍事合作對象多為和中國有爭議的國

家，除了維繫和該區域的關係之外，最重要的一個目標是希望將勢力範圍擴展至

印度洋。19日本支持東協領導的區域共同體希望藉由普世價值規範中國的行為，

但是價值觀外交在社會主義的越南中似乎並不可行。 

    日本與東協交往事實上充滿不確定性，東協每年的輪值制度可能讓一個政策

無法延續，比方說近年的東協區域論壇與東亞高峰會上針對亞洲敏感議題國家們

                                                      
18 日本與東協的防衛交流始於 1990 年代，2000 年之後才轉為更實用的防衛合作，2010 年後日

本與東協國家進一步開始新的防衛計畫，利用區域框架(例如 ADMM-Plus)深化多邊合作。日本

同時兼顧與單一國家以及 ASEAN 為範圍的區域合作，以國際法為依據促進海洋安全、建構監

視偵察(ISR)和搜救(SAR)的能力。合作包括以下措施：共享對國際法的理解、多領域的合作、

移轉設備資源與技術、持續參與多邊共同訓練與演習。 

參考：日本防衛省，<Vientiane Vision: Japan’s Defense Cooperation Initiative with ASEAN>，瀏覽

日期：2017 年 4 月 12 日，檢自：http://www.mod.go.jp/e/d_act/exc/vientianevision/index.html 
19 Satoru Nagao, Koh Swee Lean Collin, <Japan's Southwest Pivot: How Tokyo Can Expand Its Eyes 

and Ears in the Oce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3,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japans-southwest-pivot-how-tokyo-can-expand-its-eyes-ears-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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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分歧。20 戰爭的歷史也壟罩在日本之上，這些陰影並非輕而易舉便能化解，

因此在區域的防務中日本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二、 經濟因素 

    2010 年中國成為東協最大貿易夥伴，使日本感到不安。2010 年民主黨菅直

人首相便表示日本將加入 TPP，修改鳩山由紀夫首相的美中「對等外交」戰略以

及美日的「同盟漂流」(Drifting Alliance)，重新強化「美日同盟」外交，不過在

民主黨執政時期收到國內政治不穩定牽制，TPP 沒有取得進展。212013 年安倍表

示加入 TPP 的意願，同年 6 月內閣會議通過「日本再興戰略」，將 TPP、RCEP

列為安倍經濟學目標。22  

日本國內的調查顯示目前日本中小企業遇到的困境是國內高齡化、少子化、

大企業的本地生產、本地販售規則，中小企業要在日本本國市場內獲得市佔率是

難上加難。對於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復甦國內經濟，自由貿易協定屬於安倍三

把箭的第三把之一。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逐年升高，中國與日本間的競爭關係也

日益加劇，日本企業已經擴大對東協十國的投資。23 越南是日本選定協助經濟發

                                                      
20 Céline Pajon, <Japan’s “Smart” Strategic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smart-strategic-engagement-in-southeast-asia/, viewed on 

2017/10/13 
21 雖然美國在 2017 年年初決定退出 TPP，目前多數看法是 TPP 注定失敗，但除美國之外的 11

個成員國(尤其是日本、澳洲)正在積極協商希望讓 TPP 生效，方法包括讓中 1 國大陸加入來彌

補美國推出後的空缺，不過對於日本而言並不樂見；越南方面在失去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之

後，對 TPP 表示興趣缺缺。本文除探討日、越經濟關係之外，還希望能夠了解兩國對於加入

TPP 所做過的努力，以及推敲外來發展可能性。 
22 沈家銘，<面對中 1 國大陸崛起—日本 FTA 外交戰略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發展與探索》

第 14 卷第 1 期，2016 年 1 月，頁 59-69。 
23 根據日本帝國資料庫(帝国データバンク)2014 年 10 月 15 日的「海外進出に関する企業の意

識調査」統計，約略有四成日本企業選擇從海外撤離，不過六成的企業仍認為不應撤退，多數

仍在海外的企業將越南視為是重要的生產據點，中國則是重要市場。2015 年 6 月再公布的「中

小企業の海外事業再編事例集」，引起日本國內對中小企業進出海外的問題的注意。海外撤離包

含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將某地方的據點收回，第二種是全面將分公司或子公司關閉。 

參考：株式会社帝国データバンク産業調査部，<海外進出企業のうち 4 割が撤退を検討>，瀏

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自：http://www.tdb-di.com/visitors/kako/1409/summary_2.html 

Diamond Online, <日本企業の 4 割が海外からの撤退を選んだ理由>, http://diamond.jp/articles/-

/75399, viewed on 2017/4/29 

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s-smart-strategic-engagement-in-southeast-asia/
http://www.tdb-di.com/visitors/kako/1409/summary_2.html
http://diamond.jp/articles/-/75399
http://diamond.jp/articles/-/7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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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目標，越南改革開放以來，便希望吸引外資維持國內發展，同時不希望過度

依賴中國，因此日本就成為越南的選擇。近年來越南提供優惠條件給予日本，也

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成為吸引日資的誘因。例如日本船商三井在越南海防市港口

與越南政府共同承攬電子工業方面的服務。 

 

表 4-1 日本企業最重視的生產據點、市場 (％) 

生產據點 市場 

1 越南 10.9 1 中國 12.2 

2 中國 6.9 2 美國 4.2 

3 泰國 4.8 3 泰國 4.0 

4 印尼 2.6 4 越南 3.6 

5 緬甸 1.9 5 印尼 3.4 

6 台灣 1.7 6 印度 3.1 

7 其他亞洲國家 1.6 7 台灣 2.3 

8 印度 1.1 8 新加坡 2.1 

9 韓國 0.6 9 其他亞洲國家 1.6 

10 新加坡、美國 0.6 10 韓國 1.1 

來源：株式会社帝国データバンク産業調査部，<海外進出企業のうち 4 割が撤

退を検討>，2014 年 10 月 15 日，檢自：http://diamond.jp/articles/-/75399 

 

第三節 安倍對越南的外交策略 

    安倍對越南的外交政策重視的是政治和安保領域的合作，但是現實是在安保

領域的合作空間仍然有限，因此以經濟方法(前述所提的三位一體：貿易、投資、

援助)為首，深入越南人民的生活領域，結合價值觀、文化交流等軟性議題同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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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層與民間的互動。 

 

一、 經濟 

    經濟合作是兩國合作的關鍵。2013 年越南成為日本 ODA 第二大接受國；

FDI 方面，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 2011 年至 2014 年日本企業在越南

投資額增長 3 倍。 

 

(一) 貿易 

冷戰期間越南的貿易主要是與蘇聯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集團進行，日本算是少

數能與越南維持貿易的國家。1973 年 9 月日本與北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貿

易上自 1999 年起兩國相互給予優惠待遇。24 1990 年代起日本進行一連串的外交

訪問和與區域國家發表外交倡議，日本也參與了解決越南與柬埔寨衝突的巴黎協

議和聯合國維和行動，再者美國於 1994 年解除對越南的貿易禁令，因此日本與

越南的貿易關係更加緊密。 

    2005 年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二階俊博(Toshihiro Nikai)與越南貿易貿易長張廷

選(Trương Đình Tuyển)在釜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高層會議上討論雙邊經濟

合作協定25的進行，2006 年 10 月兩國同意在 2007 年就此議題進行商討。26 2007

年 1 月開始雙邊開始進行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的

談判。2008 年 4 月日本與東協議簽署全面經濟夥伴協議 (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AJCEP)，並於 8 月 15 日生效。日本與越南

則是於 2008 年 12 月簽訂經濟夥伴協定(Vietnam-Japan Economic Partnership 

                                                      
24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vietnam-japan-

0, viewed on 2017/03/20 
25 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簽訂 FTA 的順序分別為：新加坡(2000 年)、馬來西亞(2004 年)、菲律賓

(2006 年)、泰國(2007 年)、東協(2008 年)、越南(2008 年)。順帶一提日本與印度的 FTA 於 2011

年簽訂完成。 
26 JETRO, https://www.jetro.go.jp/vietnam/JVEPA.html, viewed on 2017/03/20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vietnam-japan-0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vietnam-japan-0
https://www.jetro.go.jp/vietnam/JVEP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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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VJEPA)27，該協定於 2009 年 10 月 1 日生效。VJEPA 是越南自 2007

年 1 月加入 WTO 後，第一個和 WTO 成員簽訂的協定。VJEPA 涵蓋貨品貿易、

服務貿易、投資、改善商業環境等。該協定促進兩國在商品、服務、投資、商業

環境、人力資源轉型、技術轉移的提升與改善。 

    在 AJCEP 之中，越南承諾將在 16 年之內消除 90.6％關稅，日本則是在 10

年內降低 94％的關稅，28 VJEPA 進一步規定越南進口 92％的商品將在 EPA 生

效 10 年內減稅。日本與越南簽訂 EPA 之後，總共對 4032 項商品削減關稅。日

本承諾在 2018 年前要減少越南貨物進口稅 2.8％。此外，兩國同意展開如紡織

業、電子業等特定產業的政治對話，促進執行機構、市場參與主及廠商的三邊合

作，加強防偽措施與對越南政府人員提供訓練。VJEPA 的目的是要提升市場進入

能力、減少貿易障礙、保護智慧財產權、增強競爭力、商業環境、合作的政策。 

    從 2007 年越南加入 WTO 後就大幅降低了國內進出口關稅，2010 年越南法

令作為實施進出口關稅的指令，2016 年 1 月 1 日越南財政部頒布內容規範優惠

的進出口關稅的法令。29越南政府公布法令(24/2015/TT-BTC)表示 2015 至 2018

年間將為 AJCEP 提供特別優惠進口關稅。30越南在 2016 年 9 月 1 日公布法令

                                                      
27 VJEPA 雖然給越南提供更多經濟前景，但事實上也有許多挑戰。因為日本對於產品品質的要

求嚴格使越南必須符合日本的標準，舉例來說雖然越南的農產品可以可以擴大進口至日本，但

同時必須顧及日本的食安規定。越南的企業現在處於發展期當中，沒有足夠能力與日本競爭，

鑑於此越南貿易促進機構(Vietnam Trade Promotion Agency)努力協助越南企業能夠打開日本市

場。 

參考：Vietnam Trade Promotion Agency, <Overview of Vietnam-Japan relationship>, 

http://www.vietrade.gov.vn/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34:overview-of-

vietnam-japan-relationship&catid=20:su-kien-xuc-tien-thuong-mai&Itemid=64, viewed on 2017/3/30 
28 Viet Nam News, <Tariffs cut for Japanese imports>,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343233/tariffs-

cut-for-japanese-imports.html, viewed on 2017/3/24 
29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https://www.export.gov/article?id=Vietnam-Import-

Tariffs, viewed on 2017/4/12 
30 相關內容如下： 

1. 2015 年將 2874 項商品之關稅降低為零(開放程度約 30％) 

2. 2018 年降低塑膠、化工、電子產品、零件、紡織等商品約 62.2％的關稅 

3. 2025 年達成 88.6％商品零關稅的目標 

4. 日本方面承諾在 2015 年 4 月 1 日時取消對越南 923 項農產品的進口關稅，至 2019

年再多開放 388 項農產品零關稅，包括電子器材、機械等。至 2026 年日本將要去除

96.45％對越南農產品、海產、紡織、電子零件之關稅。 

參考：越南經濟部，瀏覽日期：2017/02/15，檢自： 

http://www.mof.gov.vn/webcenter/portal/mof/r/lvtc/htqt/hnhttc/ftas/ajcep/ajcepgtc/ajcepgtc_chitiet?sho

wFooter=false&showHeader=false&dDocName=MOF147955&_afrLoop=43191112429090575#!%40

http://www.vietrade.gov.vn/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34:overview-of-vietnam-japan-relationship&catid=20:su-kien-xuc-tien-thuong-mai&Itemid=64
http://www.vietrade.gov.vn/e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34:overview-of-vietnam-japan-relationship&catid=20:su-kien-xuc-tien-thuong-mai&Itemid=64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343233/tariffs-cut-for-japanese-imports.html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343233/tariffs-cut-for-japanese-imports.html
https://www.export.gov/article?id=Vietnam-Import-Tariffs
https://www.export.gov/article?id=Vietnam-Import-Tar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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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016/NĐ-CP)，規範自日本進口的關稅，該法律效期為 2016 年至 2019 年。

其中規定降低化妝品關稅至 4％、盥洗用品至 1-3％、紡織品至 1-2％、營養急救

品為零關稅。這些產品必須符合原產地證明。31  

 

圖 4-1 日本對越南進出口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 ，檢自：

https://wits.worldbank.org/；JETRO，檢自：

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由上圖日本對越南進出口數據來看，從 2000 年之後日本與越南的進出口貿

易量增加，尤其是在越南-日本經濟夥伴協定(VJEPA)生效之後，呈現倍數成長，

2009 年到 2011 年就有增加 4.5 兆美元的貿易額。2011 年之後雖然貿易有成長，

                                                      
%40%3F_afrLoop%3D43191112429090575%26dDocName%3DMOF147955%26showFooter%3Dfal

se%26showHeader%3Dfalse%26_adf.ctrl-state%3Dz5xx9dlhv_70 
31 Viet Nam News, <Tariffs cut for Japanese imports>,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343233/tariffs-

cut-for-japanese-imports.html, viewed on 2017/3/24 

進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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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經逐漸趨緩。至於區域經貿協議(RCEP、TPP)對貿易的成長效果就沒有那麼

顯著。目前日本對越南貿易呈現入超，自 2009 年後入超額逐年擴大。進出口項

目最大宗為機械與電子產業，表示兩國是產業內貿易，日本將零件出口至越南後，

在越南組裝完成再出口至日本，日本也會將成品出口至越南。2016 年越南總體

貿易額是兩年以來首次順差，根據越南海關指出 2016 年出口額為 176.326 億美

元(增加 9％)、進口額為 1741.1 億美元(增加 5.1％)。對日本貿易連續兩年超過

3.58 億美元赤字，較去年相比增加 55.2％。從近十年的進出口觀察，項目沒有明

顯的改變。 

    目前越南是日本第 9 大出口對象；日本則是越南第 3 大進貿易夥伴。根據世

界銀行統計，2015 年日本貿易占 GDP 的 36％，越南貿易占 GDP 的 179％，可

以得知日本是一個貿易依存度低之國家，越南貿易依存度高，是亞洲第二高32，

但這並不表示日本對越南的貿易需求就相對的低，越南需要日本的市場以及製造

技術，日本則是重視越南的生產條件以及 9 千萬人口的具發展性的市場。越南的

農業部門是未來兩國可以合作的領域，日本可以提供最先進的科技協助越南發展

永續農業，生產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33 

 

 

 

 

 

                                                      
32 第一高為新加坡，貿易占 GDP 的 326％。 

World Bank, <Trade (% of GDP)>,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 viewed on 

2017/3/28. 
33 日本的農業企業(例如日本祥傳社(Shidensha)和大田花き(OTA Kaki)、日興食品(Nikko Food)等

公司決定在越南發展高科技農業，解決日本本國內農業規模小且價格高的問題。 

參考：The Saigon Times, <TPP to boost Vietnam-Japan trade>, 

http://english.thesaigontimes.vn/43544/TPP-to-boost-Vietnam-Japan-trade.html, viewed on 2017/4/8 

Viet Nam News, <Japan eyes TPP investment in VN agriculture>,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298990/japan-eyes-tpp-investment-in-vn-agriculture.html, viewed on 

2017/4/18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
http://english.thesaigontimes.vn/43544/TPP-to-boost-Vietnam-Japan-trade.html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298990/japan-eyes-tpp-investment-in-vn-agricul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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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日本與越南進出口前五大商品(2016) 

日本對越南出口品 日本從越南進口品 

1 機械、電子產品 (5,439) 1 機械、電子產品 (4,563) 

2 金屬、零件 (1,981) 2 紡織、成衣 (3,664) 

3 塑膠 (991) 3 鞋子 (946) 

4 交通運輸 (976) 4 木材 (770) 

5 紡織、成衣 (884) 5 塑膠 (719) 

來源：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檢自：https://wits.worldbank.org/：

單位：百萬美元 

 

表 4-3 日本對越南進出口金額 

年分 進口 出口 

2000 2,639.71 1,975.12 

2001 2,608.32 1,781.91 

2002 2,528.67 2,130.01 

2003 3,094.97 2,624.85 

2004 3,857.87 3,180.09 

2005 4,544.91 3,591.65 

2006 5,292.92 4,138.45 

2007 6,123.72 5,667.34 

2008 9,094.70 7,814.42 

2009 6,956.19 6,516.00 

2010 8,174.87 8,172.42 

2011 11,552.10 9,592.34 

2012 15,083.93 10,740.21 

https://wits.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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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14,233.00 10,550.08 

2014 15,416.84 11,830.16 

2015 15,141.22 12,531.38 

2016 16,256.34 13,007.90 

來源：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檢自：

https://wits.worldbank.org/；單位：百萬美元 

 

圖 4-2 越南貿易占日本總貿易比重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JETRO，檢自：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二) 外國直接投資 (FDI) 

    2003 年越南總理潘文凱(Phan Van Khai)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推動「越南-

日本倡議」(Vietnam-Japan Initiaive)來改善越南的投資環境。2007 年越南加入

WTO 之後成為海外資金投資的目標。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中受挫的日本與越南

簽署「日本-越南經濟夥伴協議」(Japan-Vietnam Partnership Agreement, JVEPA)加

進口 

 

出口 

https://wits.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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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經濟合作。 

    日本企業在越南投資的三次高潮(boom)，第一波是越南改革開放政策之後，

第二波維 2006 年越南加入 WTO 之後到 2008 年金融危機；第三次是 2010 年之

後「中國+1」(China+1)34的第二波、越南對販售業外資投資解禁，以及 2013 年

泰國水災對日本汽車製造造成傷害後出現的「泰國+1」(Thai+1)35策略。前兩次的

特徵是日本企業將越南當作生產據點，以製造業為最主要。第三次的特徵是量販、

零售業增加，以越南內需市場為目標的傾向，IT 開發產業的生產據點。目前日本

在越南的投資在對東協投資內居於第二，僅次於對泰國投資，對於中國的投資逐

年減少，顯示出日本企業為了規避過於集中於單一市場，而採取「中國+1」策略。

36 「中國+1」與「泰國+1」最大的差別在前者是為避免對中國投資太集中的風險，

後者是為了強化作為生產據點的泰國採取的競爭力強化對策。37 

    日本對中國 FDI 從 2013 年起大幅減少，中國不再是日本企業第一名的投資

                                                      
34 1980 年代中期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造就第一波中國投資潮，1990 年代後半為第 2 波，2000 年

前後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出現第 3 波投資潮，這 3 波中國投資熱潮帶來的是中國威脅的浮現。然

而 2003 年中國出現 SARS 案例、2004 年禽流感等問題，2005 年中國發生反日成為聯合國安理

會常任理事國的抗議活動，日本企業為了分散風險，開始向中國以外的地方設立據點，也就是

「中國+1」的行動開始外顯，特別是在 2012 年中日為釣魚台國有化議題的反日抗議是兩國建

交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衝突，因此 2010 年以後成為日本亞洲戰略再思考的契機。 

參考：Vietnam Legal, <JETRO: Japanese investment is coming up "landed"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 in Vietnam>, http://vietnamlegal.com.vn/Events/Events/JETRO-Japanese-

investment-is-coming-up-landed-in-information-technology-sector-in-Vietnam/7-7c407.html, viewed 

on 2017/3/29 
35 「泰國+1」戰略是以湄公河區域的縱向、橫向經濟走廊、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等面向進行

的制度調整，去除湄公河流域因國境產生的貿易障礙，增加對此處的投資誘因。將勞力密集產

業分散至周邊國家。2014 年泰國軍事政變後，政治局勢不穩，當年泰國經濟成長不如預期。日

本公司密切關注泰國的政治發展。「泰國+1」策略並不是由日本官方開始，一開始也不是作為

因應泰國政變，而是由日本商業團體發動，這些公司希望將勞力密集的產業分散到泰國的周邊

國家，旨在將泰國做為區域製造業的中樞。2011 年中國在南海的行動以及對釣魚台(日本稱尖

閣諸島)使日本與越南簽署備忘錄，考量發展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日本的 FDI 由泰國大量轉移至

越南，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2013-2014 年間泰國發生的政變，於是對越南的投資就在兩年內

由 1.69 億美元增加到 2013 年的 44.5 億美元。 

參考：The Japan Times, <Thai crisis puts Japanese companies on notice>,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4/03/09/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thai-crisis-puts-

japanese-companies-on-notice/, viewed on 2017/4/30 
36 深澤淳一、助川成也，《ASEAN 大市場統合と日本》，東京：文真堂，2014 年，頁 131-

137。 
37 春日尚雄，《ASEAN シフトが進む日系企業―統合一体化するメコン地域》，東京：文真

堂，2014 年，頁 151。 

http://vietnamlegal.com.vn/Events/Events/JETRO-Japanese-investment-is-coming-up-landed-in-information-technology-sector-in-Vietnam/7-7c407.html
http://vietnamlegal.com.vn/Events/Events/JETRO-Japanese-investment-is-coming-up-landed-in-information-technology-sector-in-Vietnam/7-7c407.html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4/03/09/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thai-crisis-puts-japanese-companies-on-notice/
http://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4/03/09/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thai-crisis-puts-japanese-companies-on-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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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越南擁有年輕且受高教育的勞力、一定規模的國內市場、地理優勢，是世

界第四大摩托車市場，日本汽車 Honda、Yamaha 製造商及一些零件供應商轉向

越南投資。因為韓國三星開始在越南生產 Galaxy 系列手機，日本 Panasonic 在越

南增加投資尋找市場機會。 

2014 年位在胡志明市協福工業園區(Hiep Phuoc Industrial Park)的越南-日本

科技公園(Vietnam-Japan Techno Park)成立，希望吸引更多日本企業到此處投資。

38 透過越南有助於日本企業在東協、湄公河區域貿易、投資擴大，有勤奮的民族、

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能源等優勢，是日本重要的經濟活動夥伴。2017 年前 6 個

月日本是越南最大投資國，計 50 億美元，約占國家整體外國投資的 26.45％，這

段期間日本展開 186 項新計畫，價值約 46 億美元，帶來 50 多億美元的資本。 

2015 年日本中小企業有 521 家對投資外國市場有興趣，其中 130 家指向越

南，比泰國的 78 家多。39 2017 年 1 月 JETRO 帶領日本企業拜訪胡志民市的製

造、工業生產、橡膠、紡織、貿易、交通、藥品、建設等產業。JETRO 表示日本

企業現在對於越南南部深感興趣。40三大未來具發展潛能的領域分別為製造業、

農業與食品加工業、貿易與服務業。41 根據 JETRO 表示，低本地化比率是日本

在越南投資的障礙，日本企業在越南的生產在當地占 33％，低於印尼和泰國。因

                                                      
38 Ng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Minh Vu, <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

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viewed on 2017/5/8 
39 The Saigon Times, <TPP to boost Vietnam-Japan trade>, 

http://english.thesaigontimes.vn/43544/TPP-to-boost-Vietnam-Japan-trade.html, viewed on 2017/4/8 
40 Viet News, <Many Japanese enterprises want to invest in Southern Vietnam>, http://viet-

news.net/japanese-enterprises-invest-vietnam/, viewed on 2017/3/29 

越南南部吸引外資佔總額之 60-70％，製鞋業、紡織業、自行車業、機車業、木製家具業等勞

力密集產業目前已經形成上下游的生產體系。參考駐胡志明辦事處經濟組 2015 年 9 月出版之<

越南經貿暨投資環境參考資料>。 
41 Vietnam Economic Times, <Japanese enterprises keen to boost business in Vietnam>, 

http://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vietnam-today/japanese-enterprises-keen-to-boost-business-in-

vietnam, viewed on 2017/3/29 

另外，日本貿易振興協會(JETRO)協助日本的外食企業在越南的商業建設內開設臨時店面進行

市場調查，並確認日本食品是否能夠順利地從日本運送過去。JETRO 表示 2013 年越南的外食

市場較過去 5 年成長 2 倍，2015 年起放寬對外資企業的限制，若日本食品能夠被越南接受，將

可以提高日本對越南的食品出口。 

參考：日本経済新聞，<ジェトロ、外食のベトナム進出支援 費用を負担>，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檢自：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25850700Y8A110C1EE8000/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http://english.thesaigontimes.vn/43544/TPP-to-boost-Vietnam-Japan-trade.html
http://viet-news.net/japanese-enterprises-invest-vietnam/
http://viet-news.net/japanese-enterprises-invest-vietnam/
http://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vietnam-today/japanese-enterprises-keen-to-boost-business-in-vietnam
http://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vietnam-today/japanese-enterprises-keen-to-boost-business-in-vietnam


 

111 
 

此越南必須扶植中小企業以符合外國製造業在本國內對零件的需求。 

    2017 年日本 FDI 戰越南總體的 25％，較 2015 年增加 3.5 倍，雖然大型製造

企業減少，不過中小製造業、物流與服務業投資案增加，基礎建設項目也持續增

長。其中最大的項目是丸紅綜合商社在南部清化省建設的煤炭火力發電站，其次

是友助商事在南部慶和省的煤炭火力發電站、以及三井石油開發公司在南部堅江

省的燃煤管道。42 

    越南境內目前約有 1600 家日本企業43，在過去十年之內增加三倍，近幾年日

本的海外投資金額有規模變小的趨勢，中小企業至越南投資的比例升高，中小企

業增加的原因部分與日幣升值以及東日本大地震有關。44製造業、建設、房地產

是日本投資的主流，近年來 IT 產業的案件數量逐年升高，成為日本投資的新趨

勢。2011 年 IT 產業約占總計畫數的 10％，至今已經約占總數的 4 成，增加的原

因是日本企業在紡織業的投資已經趨於飽和，因此需要開拓另一個發展領域，並

且將範圍擴大至大城市以外的區域。日本的貿易和服務業也在以穩定的成長幅度

在越南入駐，例如 2012 年 12 月日本便利商店 MINISHOP 在越南開設第一家店

舖，7-11 也在 2017 年 6 月在越南開了第一家店。現在越南的便利商店競爭激烈，

越南企業、越南國營企業、日韓等外資企業的開店數大幅提高，預計 2020 年將

會增加到 4000 間商店。45 

日本的企業投資方針是與當地企業合作，例如日本電子企業佳能(Canon)、富

士通(Fujitsu)、富士全錄(Fuji Xerox)和越南當地企業有合作關係；松下電器

(Panasonic)、索尼(SONY)在越南北部獲得不錯成績。日本企業間也會以上下游工

                                                      
42 日經中文網，<日本對越南投資時隔 4 年超韓國居首>，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28564-2017-12-28-09-11-20.html 
43 日本企業投資件數與投資額：2013 年(500 件，58 億 7500 萬美元)、2014 年(517 件，22 億

9900 萬美元)、2015 年(456 件，18 億 4200 萬美元)。 

參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ベトナム概況，上網日期：2017 年 3 月 5 日，檢自：

https://www.jetro.go.jp/world/asia/vn/basic_01.html 
44 日經中文網，<日本企業越南投資數增多>，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1100-20120104.html 
45 日本経済新聞，<ベトナム、コンビニ急増 最大手ビン、年 1000 店 消費伸び商機>，瀏覽

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檢自：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25801260X10C18A1FFE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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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進入越南的方式穩固發展，例如日本工業用縫紉機大廠 JUKI 分別與東洋、

東和兩間廠商在越南的合作，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已經慢慢扎根在越南，因此任

用當地人為工廠幹部也不在少數。46 日本也有觀光產業正在越南發展，日籍櫻飯

店(Sakura Hotel)和東屋飯店(Azumaya Hotel)開幕之後，日本遊客前往這些有日系

旅館的人數就增加 7％左右。隨著商貿關係緊密，胡志民市的 Le Thanh Ton 出現

不少日本餐廳和店面，有越南日本街的稱號。近年越南吸引日本在芹苴市、平順

省、前江省、太原市、朔莊省、山羅省、寧平市等地的高科技農業投資。47  

雖然到越南發展的日系企業增加，但成功的僅有少數，合資企業成功的更是

稀少。48 不過越南也面臨許多發展限制，例如缺乏工業、基礎建設不足、總體經

濟學條件不佳、規範與法律系統不透明。越南以區域內貿易為主軸，但出口產品

的公司多數為外資企業，因此事實上獲益總價值小，出口增加對於國內赤字改善

效果不大。日本中小企業在日本國內面臨國內市場緊縮、老齡化的挑戰，因此多

數轉往國外發展，日本於 2013 年在越南同奈省龍都工業園建立 Kansai Supporting 

Industry Complex，以支持從關西到越南投資的中小企業；越南藉由提供優惠措施

吸引日本企業投資，可以增加獲得技術的機會。49 有許多小型商店和餐飲業進駐。

這些企業如麥當勞、OK 便利商店(美國)、AEON Mall(日本)選擇從越南第二大都

市胡志民市開始一號店，而非首都河內。50 

 

 

                                                      
46 TVBS News，<政府、企業分頭投資 日本南進打團體戰>，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自：http://news.tvbs.com.tw/world/810489 
47 Nhan Dan, <Vietnam, Japan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ttp://en.nhandan.com.vn/business/item/5513802-vietnam-japan-strengthen-economic-and-trade-

cooperation.html, viewed on 2017/10/11 
48 高田胤臣, <成長著しいベトナム。日本企業の進出で「鍵」になる要素とは？>, 

https://hbol.jp/81473, viewed on 2017/4/30 
49 East Asia Forum, <Looking for a plus-one, Japan turns to Vietnam>,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10/23/looking-for-a-plus-one-japan-turns-to-vietnam/, viewed on 

2017/4/30 
50 這個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因為南北國民性的差異(北部人認為金錢是骯髒的，所以傾向將錢儲

存；但南部人會在發薪日將錢花光)、商業習慣不同(例如河內沒有商業用冷凍庫、卡車上路的

時間受到規範)、貧富情況(河內較好、中產階級人口多)。 

http://en.nhandan.com.vn/business/item/5513802-vietnam-japan-strengthen-economic-and-trade-cooperation.html
http://en.nhandan.com.vn/business/item/5513802-vietnam-japan-strengthen-economic-and-trade-cooperation.html
https://hbol.jp/81473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4/10/23/looking-for-a-plus-one-japan-turns-to-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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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金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越南 1,098  563  748  1,859  2,570  3,266  1,604  1,360  1856 

新加坡 1,089  2,881  3,845  4,492  1,566  3,545  8,233  6,500  -18,995 

泰國 2,016  1,632  2,248  7,133  547  10,174  5,744  3,799  N/A 

印尼 731  483  490  3,611  3,810  3,907  4,933  3,560  2,904 

馬來西亞 591  616  1,058  1,441  1,308  1,265  1,290  2,839  1,426 

菲律賓 705  809  514  1,019  731  1,242  923  1,450  2,429 

印度 5,551  3,664  2,864  2,326  2,802  2,155  2,214  -1,706  3,868 

來源：JETRO，檢自：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單位：百萬美元 

 

圖 4-3 日本對東南亞國家投資 

 

資料來源：JETRO，檢自：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單位：百萬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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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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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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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日本對越南投資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JETRO，檢自：h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目前越南國內約有 30 萬 IT 技術者，政府的科技、教育單位與業界擬訂計

畫，希望提升越南的 IT 技術競爭力，日本的技術可以協助越南達成 2020 年提高

IT 人員達 60 萬人次的目標。越南的技術人員約僅有中國技術人員總數的約十分

之一，不過根據日本資訊處理促進機構(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IPA)出版的「IT 人才白皮書 2013」統計，日本企業約有 19.2％向越南企業直接

進行下單，與印度並列，日本透過子公司或相關企業向越南企業下單的比例有

21.1％，高於印度 8.8 個百分點，僅次於中國排名第二。根據經產省統計 2015 年

日本已經不足 17 萬名技術人員，這個人才需求差距會逐年變得嚴重，預計 2030

年會缺少 59 萬人，相當可觀。越南至日本學習 IT 技術的人口逐年增加，數量增

加的越南人才可以彌補日本的 IT 人才荒問題。51 

    隨著工業 4.0 的到來，東南亞各國紛紛與地方政府和中央銀行扶植本國新創

                                                      
51 ITPRO，<ベトナムの IT 技術者倍増計画、日本には朗報？>，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3

日，檢自：http://itpro.nikkeibp.co.jp/atcl/column/17/050200178/050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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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相繼推出被稱為「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暫時凍結監管的特殊制

度。中國的巨大新創產業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東南亞國家加緊扶植本國

新創公司背後顯現的也有對中國企業的危機感。52 越南政府相較起來動作較東

南亞他國慢，越南的 4G 在 2016 年才被引進，若越南想發展 5G，現階段必須好

好發展 4G 科技。越南企業現在正在 4G 產業進行競爭，MobiFone 表示將會成為

越南第一個與世界知名企業如 Google、Facebook、iFlix、Fim+合作的公司。53 

至於人工智慧方面，越南 AI 公司 Sentifi 的數據工程師 Herve Vu Roussel 表示目

前越南的 AI 還在發展階段，在越南也還沒有大型 AI 社群存在，連臉書(Facebook)

也只有幾個小團體。越南沒有充足的人力推動 AI 的研究和進入 AI 市場，研發的

經費來源也是一個問題。54  

    IBM AI XPRIZ 在 2017 年 3 月時於越南舉辦第一場 AI 的活動。瑞典愛立信

公司(Ericsson)和 ARFM 則是於 2017 年 7 月在越南首次舉辦 5G 展示會，此次展

示會的 5G 科技應用於製造業、健保、能源、交通等領域。55 越南的 FPT(The 

Corporation for Financing and Promoting Technology)公司56與日本大和總研株式會

社（Daiwa Institute of Research, DIR；日本第二大證券公司）在 2017 年 12 月簽

署備忘錄，表示雙方將在高價值的科技領域共同研發，這些領域包括人工智慧

(AI)、自動化生產(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PRA)、圖像辨識、及時數據分析

等。57 

                                                      
52 亞洲各國政府對新創產業的扶植計畫進展如下：泰國、印尼於 2016 年 9 月；馬來西亞於

2016 年 10 月；新加坡於 2016 年 11 月；澳洲於 2016 年 12 月。 

參考：日經中文網，<東南亞競相扶持創新企業背後的中國因素>，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檢自：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28265-2017-12-25-04-51-40.html 
53 Vietnam Net, <Can Vietnam become a global design center?>,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cience-it/191147/can-vietnam-become-a-global-design-center-.html, 

viewed on 2017/12/27 
54 Kalvin Lam, <The Sta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Vietnam>, 《Vietcetera》, 

http://vietcetera.com/the-stat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vietnam/, viewed on 2017/12/27 
55 Ericsson, <Ericsson and ARFM host first-ever 5G demonstration in Vietnam>, 

https://www.ericsson.com/vn/en/press-releases/2/2017/6/ericsson-hosts-first-5G-demo-in-Vietnam, 

viewed on 2017/12/27 
56 FPT 公司在 2017 年 7 月發布越南第一個人工智慧平台。 

參考：FPT Software, < FPT releases first Vietnamese AI platform>, https://www.fpt-software.com/fpt-

releases-first-vietnamese-ai-platform/, viewed on 2017/12/27 
57 Saigon, < FPT co-operates with Japan on AI development>,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cience-it/191147/can-vietnam-become-a-global-design-center-.html
http://vietcetera.com/the-stat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vietnam/
https://www.ericsson.com/vn/en/press-releases/2/2017/6/ericsson-hosts-first-5G-demo-in-Vietnam
https://www.fpt-software.com/fpt-releases-first-vietnamese-ai-platform/
https://www.fpt-software.com/fpt-releases-first-vietnamese-ai-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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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能夠更加容易的進入越南市場，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有諸多合作的例

子，例如日本 JFE 鋼鐵公司與台塑、中鋼合資於 2015 年在越南中部河靜省設立

FHS 公司(Formosa Ha Tinh Steel)，該公司的第 1 高爐於 2017 年 5 月開始產出，

2018 年夏天預計啟動第 2 高爐，屆時在東南亞的鋼鐵生產將會擴大。現在越南

因未積極進行基礎建設，因此鋼鐵需求急速增加，已經超越泰國成為東協內最大

的鋼鐵消耗國。58 

 

(三) 政府開發援助 (ODA) 

    1959 年日本開始對南越提供有償資金合作，1966 年起提供技術合作，1969

年開始無償資金合作。越南統一後，日本 ODA 一度因為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停止，

直到 1992 年才又再度展開。2015 年 9 月日本與越南發表共同觀點聲明(日越共

同ビジョン声明)，朝向深化帶動亞洲和平與繁榮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自

1992 年到 2005 年日本對越南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s, ODA)

達 110 億美元，約占世界對越南 ODA 的 30％。 

    日本對越南的 ODA 項目著重在人力資源與機制改善、基礎建設(電力、交通

59、高速鐵路)、農業與鄉村發展、教育與健康、環境等五大領域。2004 年 7 月 2

日有鑑於越南在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及機制發展的限制，日本公布新的 ODA 政

                                                      
http://sggpnews.org.vn/science_technology/fpt-cooperates-with-japan-on-ai-development-71511.html, 

viewed on 2017/12/27 
58 日本経済新聞，<ベトナムの製鉄、能力２倍 ＪＦＥ系出資 第２高炉、今夏稼働>，瀏覽

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檢自：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25960010R20C18A1TJC000/ 
59 除了高鐵之外，日本還協助越南進行城市鐵路或是捷運興建。胡志明城市鐵路計畫預計建造

6 條線，計 204 億美元的預算，日本會負擔第 1、3 條線的投資與建設，第 2、5 條線由亞洲開

發銀行和西班牙政府資助、歐洲投資銀行與德意志銀行建設，第 4、6 線還未找到資助來源。河

內城市鐵路計畫預計有 9 條線，計至 2050 年共約 318 億美元預算，主要是由中國資助以及建

設，最近中國已投入約 110 億美元在越南基礎建設上，河內鐵路第 1 線由日本 ODA 支持，第 3

線從法國政府、ADB、歐洲投資銀行獲得贊助。越南人民對於中國的鐵道工業發展有安全與可

靠性的疑慮。 

參考：AmCham Vietnam, <ADB, European Bank, Spain fund Metro Line No. 5 in HCM City>, 

http://www.amchamvietnam.com/adb-european-bank-spain-fund-metro-line-no-5-in-hcm-city/, viewed 

on 2018/1/10 

Railway Technology, <Ho Chi Minh City Metro>, https://www.railway-

technology.com/projects/vietnammetro/, viewed on 2018/1/10 

http://www.amchamvietnam.com/adb-european-bank-spain-fund-metro-line-no-5-in-hcm-city/
https://www.railway-technology.com/projects/vietnammetro/
https://www.railway-technology.com/projects/vietnam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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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60 日本對越南的 ODA 站越南總 ODA 來源的 30％，在幫助越南脫貧上效果

顯著，2012 年越南就因此減少了約 10％的貧窮率。61 越南在 2010 年達成低中

所得國的目標，2015 年東協區域內完成廢除關稅的目標，越南必須透過基礎建

設、投資環境改善、完善金融體系來強化國際競爭力。 

2016 年 5 月日本外相岸田公開在與越南副總理會面時，表示日本會提供越

南 219 億日圓的 ODA 給越南在基礎建設項目上，兩國同意促進對越南的投資加

快包括南北高速公路、寧順省 2 號核能發電廠等的建設。同時，總理阮春福

(Nguyễn Xuân Phúc)希望日本支持以獲得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優惠貸款。2017 年

1 月 16 日 JICA 與越南政府簽訂貸款 210 億日圓的契約，重於金融系統安定化、

強化財政紀律、行政改革、國營企業營運改善、公共投資改善、行政手續便捷化

等。62 2017 年 6 月越南總理阮春福訪日時，日本與越南官員針對援助若干項目

進行換文。 

    日本的 ODA 在建設湄公河東西走廊以及南部走廊具重要意義，中程目標是

促進經濟成長、增強競爭力、強化治理能力等等；長期目標是幫助越南 2011-2015

年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在 2020 年前成為工業化國家。日本對越南 ODA 分配

在以下基礎建設：南北快速道路、海防市國際機場、氣候變遷計畫。日本與越南

共同打擊貪污。越南不僅需要外資協助基礎建設的建造，更重要的是共同提升國

內體制，包括教育、安全、健康等。越南對於日本 ODA 的另一個需求是軍事力

量的援助，1992 年日本 ODA 憲章修改以後，將外國武裝力量的直接援助納入，

可以提供海洋安全、反恐設施、加強網路安全等能力。63 從 2017 年起日本對越

南的援助貸款計畫中增加「海上安保能力強化」項目，總計金額為 384.8 億日圓，

                                                      
60 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vietnam-japan-

0, viewed on 2017/03/20 
61 Waltham Trade Policy Review, < Vietnam – Japan Trade Relation: So far so close>, 

https://tradepolicy.wordpress.com/2014/04/29/vietnam-japan-trade-relation-so-far-so-close/, viewed on 

2017/3/30 
62 JICA, <ベトナム向け円借款契約の調印>, 上網日期：2017 年 3 月 30 日，檢自：

https://www.jica.go.jp/press/2016/20170117_01.html 
63 The Global, <ODA and Corruption: Vietnam’s Development Scheme Walks a Thin Line>, 

http://theglobegwu.com/2016/06/18/oda-corruption/, viewed on 2017/5/12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vietnam-japan-0
http://wtocenter.vn/other-agreement/vietnam-japan-0
https://tradepolicy.wordpress.com/2014/04/29/vietnam-japan-trade-relation-so-far-so-close/
http://theglobegwu.com/2016/06/18/oda-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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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年貸款項目中金額最高的一項。64 

    據 JICA表示，日本對越南的援助的大目標(長期)是2020年成為工業化國家，

以越南社會經濟開發 10 年戰略(2011-2020)和社會經濟開發 5 年計畫(2011-2015)

為基礎。中目標(中期)是強化成長與競爭(市場經濟制度改善、財政金融改革、強

化市場系統、支援產業開發與人才培育、提供經濟發展所需基礎建設、建設幹線

都市交通網絡、提供穩動能源及進一步節省能源)；改善弱點(都市問題、氣候問

題、貧富問題)；強化治理(強化法治度與執行、確保行政公平公正中立透明、娘

畫司法行政機能)65 越南目前在 ODA 的處理上面臨一些須改進之處：首先是

ODA 貸款支付必須加速(2013 年還款速度提高，但仍有 209 億美元尚未歸還)；

其次是越南必須提高 ODA 使用的有效性(越南建造基礎建設成本高)；越南勞工

必須理解日文和日本文化才能提升競爭力。66 

 

配合安倍提出的「高質量基礎建設」，日本官方也進行下列的援助： 

 

表 4-5 對越南高質量基礎建設 

類別 項目名稱 方式 高品質基礎建設特徵 

道路、橋梁 日新大橋 (日越友

好橋) 

借款 經濟性高(減少環境負荷、

降低成本)、安全性、便利

性、就業機會 

機場、港口 內排國際機場第二

航廈 

借款 安全性、便利性、培訓越

南人員、機場營運知識 

能源 宜山煉油廠 國 際 協 力 銀 行 經濟社會開發戰略、確保

                                                      
64 外務省，<国別約束情報（年度別交換公文（E/N）データ）>，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data/zyoukyou.html 
6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対ベトナム社会主義共和国 国別援助方針>,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houshin/pdfs/vietnam-1.pdf 
66 Waltham Trade Policy Review, < Vietnam – Japan Trade Relation: So far so close>, 

https://tradepolicy.wordpress.com/2014/04/29/vietnam-japan-trade-relation-so-far-so-close/, viewed on 

2017/3/30 

https://tradepolicy.wordpress.com/2014/04/29/vietnam-japan-trade-relation-so-far-so-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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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IC)、日本貿易

保險(NEXI) 

整合性、考量環境、對當

地社會經濟貢獻 

來源：外務省國際協力局，<「質の高いインフラ投資」事例集>，頁 17、22、31 

 

 

表 4-6 日本對越南援助項目與金額(最多前四項) 

 交通 社會建設 電力 商業 

2004 20,171 3,308 55,851 2,000 

2005 67,904 1,517 4,433 2,500 

2006 27,409 26,616 29,421  

2007 39,181 7,770 30,307 2,500 

2008 49,395 34,052 10,906 3,500 

2009 36,747 85,926 25,419 54,900 

2010 38,878 4,327  10,000 

2011 100,862 0 70,182 13,500 

2012 81,372 28,654 0 3,500 

2013 91,265 28,417 6,221 30,000 

2014 86,425 0 7,515 25,000 

2015 31,328 44,583 76,051 15,000 

2016 124,742 20,967 54,982 10,000 

來源：JICA，檢自：https://www2.jica.go.jp/en/yen_loan/index.php；單位：百萬日

圓 

 

 

 

 

https://www2.jica.go.jp/en/yen_loa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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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日本在越南 ODA 金額(2000-2015) (單位：百萬美元)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JICA，檢自：https://www2.jica.go.jp/en/yen_loan/index.php 

  

圖 4-6 日本在越南 ODA—貸款項目與金額 (單位：百萬美元) 

 

作者自製，數據來源：JICA，檢自：https://www2.jica.go.jp/en/yen_loan/index.php  

https://www2.jica.go.jp/en/yen_loan/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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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日本在越南最大的基礎建設投資挫敗是核能發電廠。2009 年越南前

總理阮晉勇為了解決電力短缺問題推動核電廠興建，2013 年 10 月 10 日與美國

簽署核能和平使用協議(又稱「123 協議」)，開放美商在越南開發民用核電。在

越南的核電廠由美日俄三國競標，後來預計由俄羅斯核能公司(Rosatom)和日本

原子能發電公司(Japan Atomic Power)合作興建，第一座核電廠原訂 2014 年開始

在寧順省動工，預計 2020 年開始運轉，因人才與資金缺乏之後推遲預定 2028 年

運作，原本有望成為東南亞第一個擁有核電廠的國家。 

    不過現在越南政府認為興建核能發電廠成本高，相較起核能發電，火力發電

的成本較低，而且有日本東日本大地震導致輻射汙染的前車之鑑，因此越南決定

於 2017 年年中通過 3 個分別與韓國、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日本合作，總價約 750

億美元的火力發電廠建設計畫，各投資者皆擁有 50％的股權，預計於 2021 年啟

動。67 東南亞現在面臨國內反對發展火力發電的輿論，這些輿論不僅影響到各國

長期推行的低價火力發電政策，也有不少推遲大型建設的案例，這對於擁有火力

發電尖端技術的日本企業是一大挑戰。越南雖然預計在 2030 年為止要新建 40 多

座火力發電廠，但現在有 9 成的中資工程延宕，其中也不免除對於工程管理與安

全技術的疑慮。68 

    另一項挫敗是高鐵建設。2010 年越南政府內閣會議敲定高鐵建設計劃，但

同年 6 月在國會上遭到否決，部分原因是在經濟成長放緩下越南民眾普遍持反對

意見、當時主導建設的總理阮晉勇逐步失去影響力也是影響來源。為此日本國際

協力機構(JICA)修改方案，不再是瞄準全線通車，而是在南北分兩區間，個別投

資 89 億與 102 億美元。越南政府在 2013 年調整南北高速鐵路建設計畫，為了控

制投資預算將建設從 300 公里的高速鐵路改為時速 160-200 公里的準高速鐵路，

                                                      
67 Vietnam Economic Times, <Vietnam to license three more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n June>, 

http://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business/vietnam-to-license-three-more-coal-fired-power-plants-in-

june, viewed on 2018/1/11 
68 日本経済新聞，<東南ア、石炭火力に逆風 住民反発、建設に遅れ 電力政策見直し迫られ

る>，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檢自：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25854130Y8A110C1FF1000/ 

http://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business/vietnam-to-license-three-more-coal-fired-power-plants-in-june
http://vneconomictimes.com/article/business/vietnam-to-license-three-more-coal-fired-power-plants-in-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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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日本「新幹線」模式提前遇到出口基礎建設的障礙。69 

    不過 2016 年 11 月 22 日越南國會通過決議，因為建設經費是原先預計的近

乎 2 倍，目前越南國債已達上限。另外越南政府預估電力需求量將會年年下降，

2016-2020 年間預估電力需求成長量僅有 11％，2030 年會更下修到 7-8％。根據

越南法律規定，預算在 19 億美元以上的項目必須經過國會批准，2016 年 6 月越

南國會再次否決 560 億美元，反對者認為高鐵項目會加重國家債務。該鐵路路線

連接河內與胡志明市的高鐵計劃，原訂該高鐵將在 2035 年全面通車。副部長阮

玉東(Nguyen Ngoc Dong)表示雖然先前越南鐵路發展計畫被國會否決，但預計

2018 年越南交通運輸部會將跨越高鐵計畫(Trans-Vietnam high-speed railway)提交

給政府，南北高鐵最遲在 2050 年前將會完工，2018 年提出的計畫案會在 2020 年

前由政府評估並且通過國會這一關。70 除了預算問題之外，高鐵建設技術、硬體

設備適應度(較寬的鐵道規格是否能適用在採越窄軌的越南境內？)。2016 年 5 月

河內—同登(Đồng Đăng)的火車開通，11 月初北部諒山省(Lạng Sơn)政府向總理

阮春福建議要建設與中國連結的高鐵，希望藉由更換原先的鐵路、提高運輸速度，

增進進出口貿易，並且管控公路交通流量與交通意外，越南政府表示需要審慎評

估。71 

 

                                                      
69 Asia Times, <China, Japan vie for Vietnam rail riches>,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japan-

vie-vietnam-rail-riches/, viewed on 2017/10/20 
70 台灣英文新聞，<資金不足！ 越南停建東南亞首座核能電廠>，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檢自：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055290 

日經中文網，<越南高鐵計劃觸礁>，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5086-20130319.html  

FT 中文網，<越南國會否決 560 億美元高鐵項目>，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檢自：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33195 

Vietnam.net, < Trans-Vietnam high-speed rail project to beresumed>,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ociety/163724/trans-vietnam-high-speed-rail-project-to-

beresumed.html, viewed on 2017/10/19 

聯合新聞網，<越南終止東南亞首座核電廠計畫 日本出口核電遇逆風>，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檢自：https://udn.com/news/story/5/2124224 

中時電子報，<東南亞》越南要當核電大國>，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9 日，檢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110000157-260209 
71 Tuoi Tre News, <Vietnam province proposes high-speed rail link with China>, 

https://tuoitrenews.vn/business/37815/vietnam-province-proposes-highspeed-rail-link-with-china, 

viewed on 2018/1/11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japan-vie-vietnam-rail-riches/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japan-vie-vietnam-rail-riches/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055290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33195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ociety/163724/trans-vietnam-high-speed-rail-project-to-beresumed.html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ociety/163724/trans-vietnam-high-speed-rail-project-to-beresumed.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5/2124224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110000157-260209
https://tuoitrenews.vn/business/37815/vietnam-province-proposes-highspeed-rail-link-with-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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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東京戰略 2015 

    延續第三章講到的新東京戰略 2015的基本概念，對於越南的具體成果如下： 

    硬體面的基礎設施部分，日本在越南已經投入寧順第二核電廠建設、博愛縣

抽水蓄能電站建設計畫調查、烏門郡火力發電廠、太平火力發電廠及輸電線路、

宜山火力發電廠、中南抽水蓄能發電站、河內都市鐵路 1 號線建設、河內都市鐵

路 2 號線建設、胡志明市都是鐵路建設、和樂科技技術都市振興、中小企業租賃

工業園開發、日本廣電和電信的合作系統海外擴張可行性研究等 12 個項目；在

連結性方面的建設有南北高速鐵路建設、南北鐵路橋樑安全性建設、南北高速公

路建設、萊縣港國際港建設、隆城國際機場開發與營運調查等 6 個項目以及建設

修整。 

    軟體面的合作包括與「新四國」(柬埔寨(Cambodia)、寮國(Lao)、緬甸(Myanmar)

和越南(Vietnam)，簡稱 CLMV72)的經濟部長會議、產業人才養成計畫；與越南個

別的項目有職能訓練、河內工業大學指導員、胡志明工業大學人才育成支援計畫、

芹苴大學強化項目、道路維持管理能力、都市鐵道規劃機制強化及都市鐵路營運

組織設立工程、強化鄉村郵局機能；醫療保健領域合作包括日本診療報酬制度協

助、救命急救中心協助、日越友好醫院建設、看診能力等技能培訓、醫療器材支

援、醫院營運能力提升等；制度連結性合作有智慧財產權實施強化計畫、2020 年

司法改革、貨物資訊處理系統、大學連結網絡創設等；經濟合作方面有能源使用、

電力總體規劃調整與更新；人與人交流部分設立日越大學碩士課程。 

    綠色湄公開發計畫的合作項目有空氣汙染、交通改善等，還有防災、氣候變

遷、水資源管理、水產生物資源保護。 

    多元行為者合作著重減貧、人權等，與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共同為開發湄公

河流域努力。 

 

                                                      
72 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被稱作是 CLMV 的四國相較於東協創始國經濟發展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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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保 

(一) 戰略夥伴關係 

    2006 年日本與越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越南將日本作為外交的優先項目。    

戰略夥伴關係以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為基礎，以政治交往為推動力，以安全需求

為重要內容，2009 年共同發表《關於為了亞洲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的聯

合聲明》。73 2011 年兩國簽署的防衛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Defense Cooperation) 內容關於越南的人力資源發展、能力建構、以及日本軍

艦停靠金蘭灣等。2013 年安倍再次執政之後，兩國決定升級關係至廣泛的戰略

夥伴(Ext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2015 年日本將承諾的 6 艘巡航艦遞交給越

南海事警察。 

    2017 年 6 月越南總理阮春福訪問日本時，與安倍共同發表關於深化「日越

廣泛戰略夥伴關係」的共同聲明，對雙邊關係、多邊關係做更進一步的說明兩人

同意在安保議題上合作，日本將提供 3 億 5000 萬美元資金協助升級海防船隻。

74。雙邊關係上：(1)確認 2014 年廣泛戰略夥伴關係的概括、實質發展；(2)強化

防衛、安保合作，對提供巡邏艇和海上執法能力支援表示感謝，灣營自衛隊艦艇

與巡視船停靠；(3)日本將繼續提供高品質基礎建設，越南也歡迎日本企業；(4)確

認能源合作，早日為火力發電廠建設達成共識；(5)促進日本-越南大學培育產業

人才，成就「創新亞洲」(Innovative Asia)；(6)實施技能實習制度，在醫療人才流

動方面合作。在區域/國際關係方面：(1)確認日本對東協理念的支持，期待 2017

年 APEC 順利；(2)在反全球化與保守主義升高的環境中倡導自由貿易，為使 TPP

生效而努力；(3)對南海議題的關心，要求克制進行當方面的軍事行動；(4)安倍提

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75，為積極的和平主義做出更多貢獻，對此越

                                                      
73 于向東、彭超，<淺析越南與日本的戰略夥伴關係>，《東南亞研究》，2013 年第 5 期，頁 43-

44。 
74 東網，<安倍接見阮春福 同意出資為越南升級軍備>，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6 日，檢

自：http://hk.on.cc/int/bkn/cnt/news/20170606/bknint-20170606234036380-0606_17011_001.html 
75 MOFA of Japan, <Japan-Viet Nam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ttp://www.mofa.go.jp/s_sa/sea1/vn/page3e_000711.html, viewed on 2017/8/26 

http://www.mofa.go.jp/s_sa/sea1/vn/page3e_000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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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總理表示歡迎；(5)北韓飛彈、核武問題的關切，為解決人質問題合作；(6)越南

支持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希望早日進行安理會改革；(7)越南為加入國際捕鯨委

員會積極商討相關手續。76 越南總理阮春福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意特定的措

施強化全方位、務實、有效的雙邊關係。在會談中阮春福確認日本是首要、長期

的經濟夥伴，並且強調雙邊策略性合作的重要性。 

 

(二) 海洋合作 

    歐巴馬的亞洲行之後，便希望能夠與越南有更深一層的軍事合作，並希望能

夠使用越南重要軍港金蘭灣(Cam Ranh Bay)，該港從 1979 年至 2002 年由蘇聯及

俄羅斯所借用，並在該地建設軍事港口。2016年4月12日日本海上自衛隊(MSDF)

首次停靠兩艘艦艇，並在 5 月時做事實上(de facto)的定期停留，對於日本自衛隊

食物與能源補給，以及在南海上的行動有重大突破。77 

    日本與越南的共同海上軍事演練加強越南在南海的巡航能力，若衝突發生日

本也能在新安全法規範下採取集體自衛權，78 越南的長程目標是希望能夠建立

軍事獨立的能力，日本與其有共同的目標，也就是使亞洲和平與繁榮，確保航行

自由和強化南海法制規範，近年來印度也成為重要戰略武器提供者。79 日本與越

南促進海洋安全合作，簽署包括 3.5 億美元的援助再提升越南海巡能力，以及 9.1

億美元的貸款在科技及水域管理項目。80 自從日本與越南在 2016 年簽署合作備

忘錄之後首次停靠越南峴港，至今日本巡航艇已經到越南 4 次，此次造訪越南的

                                                      
76 日本外務省，2017 年 6 月，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62435.pdf 
77 日經中文網，日本擬讓艦船停靠越南軍港牽制中國，2015 年 10 月 30 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6739-20151030.html 
78 風傳媒，日本越南計畫海上共同演練 日媒擔憂自衛隊捲入南海爭端，2015 年 11 月 8 日，

http://www.storm.mg/article/73358 
79 Ng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Minh Vu,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6,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

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80 WTOP, <Japan, Vietnam to bolster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http://wtop.com/government/2017/06/japan-vietnam-to-bolster-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 viewed 

on 2017/9/3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62435.pdf
http://wtop.com/government/2017/06/japan-vietnam-to-bolster-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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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號是第 2 次前來。81 2017 年越南與日本第一次為非法捕魚進行共同南海演

習。82  

 

(三) 設備提供 

    2011 年 10 月起日本與越南簽署防衛合作備忘錄，並在 2013 年 5 月於河內

進行第一次安全對話，並將 2013 年訂為日越友好年。2015 年日本將首批承諾的

巡航艇移交給越南海事警察。這一系列的安全合作可以說是源於中國的行為，自

從 2009 年中國在領土議題上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2012 年 12 月兩艘中國漁船

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內進行探勘，切斷越南船隻的電纜，激起越南的不滿。在冷

戰時期越南都是從蘇聯獲得武器，因此越難與俄羅斯有深厚的軍事淵源，現在約

有 90％的武器都是從俄羅斯輸入，越南軍事發展重大的里程碑是 2016 年 5 月 23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訪問越南期間宣布解除對越南的武器禁運。83 2017 年 5 月

22 日，為強化越南的海上警備能力，美國向越南海岸警衛隊移交了 6 艘巡邏艇。

2016 年 5 月，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越南時曾表示計劃向越南提供 18 艘巡邏

艇。84 

 

三、 公共外交 

(一) 教育— 

1. 設立越南日本大學(Vietnam Japan University，VJU) 

    VJU 是一所設在越南國立大學下的非營利公共大學，提供培育人才、增進競

                                                      
81 Prashanth Parameswaran, <Japan Coast Guard Vessel Visits Vietnam Port>,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6/07/japan-coast-guard-vessel-visits-vietnam-port/, viewed on 2017/9/3 
82 Ankit Panda, <Vietnam, Japan Coast Guards Hold First-Ever South China Sea Drill on Illegal 

Fishing>, 《The Diplomat》, 2017-06-19, viewed on：http://thediplomat.com/2017/06/vietnam-

japan-coast-guards-hold-first-ever-south-china-sea-drill-on-illegal-fishing/ 
83 日經中文網，越南要做「漁翁」？，2016 年 5 月 24 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9708-20160524.html 
84 日經中文網，<美國向越南海岸警衛隊移交 6 艘巡邏艇>，瀏覽日期：2017 年 5 月 24 日，檢

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5266-2017-05-24-08-43-17.html 

http://thediplomat.com/2016/07/japan-coast-guard-vessel-visits-vietna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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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和專業經濟知識，學校設立的目標是在 2025 年前成為亞洲 50 大領先大學之

列。估計 2018 年會招生 150 名學士生、440 名碩士生、1170 名博士訓練生，2025

年預計會招收超過 6000 名學生。85 

    VJU 包含六大課程，分別是：區域研究、商業管理、公共政策、奈米科技、

環境工程、基礎建設工程，它的特點是作為日本與越南在基礎科學、高科技、高

等教育間的教育機構，80％學費由日本或越南政府補助，目前總投資額已超過 3.6

億美元，日本的 ODA 占約 2 億美元(贈與援助)，並和諸多日本知名大學合作，

提供到日本和越南企業實習機會。 

 

圖 4-7 越南日本大學設立過程 

 

資料來源：VJU 官網，檢自：http://vju.vnu.edu.vn/en/menu/about-vju/history 

 

                                                      
85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VNU VIETNAM - JAPAN UNIVERSITY - THE SYMBOL OF 

STRATEGIC RELATIONSHIP>, https://vnu.edu.vn/eng/?C2422/N17119/VNU-Vietnam---Japan-

University---The-symbol-of-strategic-relationship.htm, viewed on 2017/12/24 

2009年越南政府提議設立以日本、越南合作為基礎的大學

2010年兩國發表共同聲明

2012年越南總理阮晉勇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意要加快學校建設

2014年7月越南發布第1186/QĐ-TTg命令，在越南國立大學(NVU)

下設立越南日本大學。同年NVU表示將會著手進行準備。

2015年VNU和JIAC簽訂合作協議，建立與執行2015-2020年越南
日本大學的碩士計畫

2016年9月學期開始

https://vnu.edu.vn/eng/?C2422/N17119/VNU-Vietnam---Japan-University---The-symbol-of-strategic-relationship.htm
https://vnu.edu.vn/eng/?C2422/N17119/VNU-Vietnam---Japan-University---The-symbol-of-strategic-relationshi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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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日的越南學生 

    2016 年，在日本工作的外國勞動者人數首次超過 100 萬人。日本短缺的部

分勞動力被外國人彌補的局面日趨明顯。日本厚生勞動省 1 月 27 日發佈的外國

人雇用狀況顯示，截至 2016 年 10 月底，外國勞動者人數達到 108 萬人，同比增

長 19％。實現了連續 4 年增長，增幅也創出歷史新高。雇傭外國人的企業數增

長 14％，達到 17 萬,家。按國別來看，中國為 34 萬,人，佔整體的約 30%。越南

緊隨其後，佔 16％，其次是菲律賓的 12％。按類別來看，高端人才等「專業性、

技術性領域」為 20 萬,人，同比增長 20％。此外，技能實習和留學的增速也超過

了 20%。86 

    教育是日本與中國在競逐東南亞影響力的新策略，透過吸引學生可以加強經

濟連結。到 2016 年 5 月為止，在日本的越南學生共有 54,000 人，人數在 6 年之

內成長 12 倍，幾乎佔日本國際學生的四分之一(僅次於中國，人數為中國學生一

半)。因為中國的衝突與其降低的經濟發展，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中國的吸引力已

經下降。日本利用獎學金吸引越南學生至日本就學，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後能夠找

到較好的工作機會。同樣的他們也可以選擇在日本就業，或是回到越南的日系企

業。87 

 

(二) 文化合作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是負責規畫海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機

構，2008 年國際交流基金以文化交流中心的名義在越南設點，是東南亞的第五

間，也是日本在社會主義國家設置的第一個中心。該文化中心的目標是在當地進

行日語教學，並且宣傳日本文化。 

    另外，日本與越南兩國的國家檔案管理機關簽署合作備忘錄(MOC)，這是

                                                      
86 日經中文網，<在日外國勞動者首超百萬 中國人最多>，上網日期 2017 年 2 月 7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career/humanresource/23513-2017-02-02-13-44-54.html 
87 Bloomberg Markets, <Vietnamese Students Are Pouring Into Japan>,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4/japan-opens-new-front-in-race-for-booming-

southeast-asia-markets, viewed on 2017/6/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4/japan-opens-new-front-in-race-for-booming-southeast-asia-market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4/japan-opens-new-front-in-race-for-booming-southeast-asia-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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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兩國在國際合作計畫中的國內項目，希望交換檔案管理經驗，並且進行

文化與歷史檔案分享，同時作為兩國建交 45 周年的紀念。88 

 

(三) 社會 

    日本 JICA 和厚生勞動省與越南的社會安全達成共同管理健保給付的協議，

協議是關於發展與強化提供給付方式管理和健保基金補助基礎健康服務的計畫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management of provider payment methods and 

basic health service package reimbursed by Health Insurance Fund)將在未來兩年之

內實施。為了完成此項計畫，必須要建立健保系統，涵蓋 81.7％越南人口的健康

保險。89 

 

(四) 人員流動 

    從外務省及法務省的數據可以得知在日越南人或是在越日本人的歷年變化。

2012 年安倍執政以前在日本的越南人人數從 23,000 成長到 41,000 人，2012 年以

後成倍數增長，2016 年的人數幾乎是安倍的二任期剛上任時的 3-4 倍。另一方面

到越南的日本人如數也逐年增加，這些人多為至越南的商人。 

    然而扣除觀光客人數，這些越南人有半數是留學生或是到日本學習的技術人

員，他們也許到日本學習企業管理、高科技技術等專業知識，但多數越南人的求

學動機較低，他們選擇至日本打零工，而有些希望在日本讀更高學位的越南人至

日本語言學校(大多數是私營的補習班)學習之後，僅能學到最基本的日文會話。

據 2014 年統計約有 60.3％的越南學生學習日文後進入技職學校，成為日本的廉

價勞力來源。90 

                                                      
88 Viet Nam News, < VN, Japan archive agencies sign MoC>,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

laws/393652/vn-japan-archive-agencies-sign-moc.html#zjKY2XJF4HjMEbXX.97, viewed on 

2017/9/15 
89 Viet Nam News, <Japan and VN cooperate on health insurance>, 

http://vietnamnews.vn/society/health/379947/japan-and-vn-cooperate-on-health-

insurance.html#rYvMHdRidT0gzvIb.99, viewed on：2017/7/12 
90 The Japan Times, <Experts warn Japan’s language schools are becoming a front for importing cheap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393652/vn-japan-archive-agencies-sign-moc.html#zjKY2XJF4HjMEbXX.97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393652/vn-japan-archive-agencies-sign-moc.html#zjKY2XJF4HjMEbXX.97
http://vietnamnews.vn/society/health/379947/japan-and-vn-cooperate-on-health-insurance.html#rYvMHdRidT0gzvIb.99
http://vietnamnews.vn/society/health/379947/japan-and-vn-cooperate-on-health-insurance.html#rYvMHdRidT0gzvI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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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在日越南人/在越日本人歷年人數 (單位：人) 

 

來源：日本外務省，檢自：http://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0043.html；

法務省，檢自：http://www.moj.go.jp/housei/toukei/toukei_ichiran_touroku.html 

 

日越間的觀光客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017 年日本國家旅遊局(Japan 

National Tourism Organisation，JNTO)與越南國家觀光局在河內進行工作坊，神奈

川縣知事黒岩祐治(Kuroiwa Yūji)表示越南現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觀光客來源之一。

自 2013 年起越南政府給予日本觀光免簽證優惠，2016 年約吸引 23 萬人次越南

人至日本觀光，較 2015 年增加 26％，且越南觀光客消費力也相當驚人，大約在

一趟旅程中會花費 2,095 美元。越南國家觀光局副執行長 Hà Văn Siêu 則表示越

南的日本觀光客人數同樣也大幅增加，2016 年約有 74 萬人次，較 2015 年成長

10.3％，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91 由表 4-10 可以看到兩國觀光客變化趨勢，

                                                      
labor>,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1/03/national/social-issues/experts-warn-japans-

language-schools-are-becoming-a-front-for-importing-cheap-labor/, viewed on 2018/1/11 
91 Hanoi Times, <Vietnam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urism markets to Japan>, 

http://hanoitimes.com.vn/travel/attractions/2017/07/81e0b47d/vietnam-has-become-one-of-the-most-

important-tourism-markets-to-japan/, viewed on 2017/12/21 

http://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0043.html
http://www.moj.go.jp/housei/toukei/toukei_ichiran_touroku.html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1/03/national/social-issues/experts-warn-japans-language-schools-are-becoming-a-front-for-importing-cheap-labor/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7/01/03/national/social-issues/experts-warn-japans-language-schools-are-becoming-a-front-for-importing-cheap-labor/
http://hanoitimes.com.vn/travel/attractions/2017/07/81e0b47d/vietnam-has-become-one-of-the-most-important-tourism-markets-to-japan/
http://hanoitimes.com.vn/travel/attractions/2017/07/81e0b47d/vietnam-has-become-one-of-the-most-important-tourism-markets-to-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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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至越南的日本觀光客人數幾乎為 2009 年的 2 倍，日本旅遊意願增加的原

因主要是因為越南豐富的觀光資源、古蹟、食物以及購物商場，越南人則是期待

日本的食物、景色、文化、溫泉等。92交通方面現有四家航空公司(全日空、日本

航空、香草航空、越南航空)來往，且每周有 40-60 次的東京—河內直飛班機。93 

 

圖 4-9 日越觀光客歷年人數 (單位：人) 

 

來源：日本國家觀光局，檢自：https://www.jnto.go.jp/eng/ttp/sta/；越南國家觀

光局，檢自：http://vietnamtourism.gov.vn/english/index.php/cat/1501 

 

圖 4-10 顯示亞太地區國家對日本的正面觀感程度，除了韓國與印度對日本

的正面觀感從 2013 年起都維持在 50％以下之外，澳洲、越南、菲律賓、印尼都

抱持正面評價。越南在 2017 年甚至有 86％表示肯定，在 2013 到 2017 年間總共

                                                      
92 Jellyfish HR, <ベトナム人から見た日本とは？>, http://jellyfishhr.jp/archives/3245, viewed on 

2018/1/11 
93 Hanoi Times, <Arrival of Japanese visitors to Vietnam records a strong growth>, 

http://hanoitimes.com.vn/travel/attractions/2016/11/81e0ac1f/arrival-of-japanese-visitors-to-vietnam-

records-a-strong-growth/, viewed on 2018/1/11 

https://www.jnto.go.jp/eng/ttp/sta/
http://vietnamtourism.gov.vn/english/index.php/cat/1501
http://jellyfishhr.jp/archives/3245
http://hanoitimes.com.vn/travel/attractions/2016/11/81e0ac1f/arrival-of-japanese-visitors-to-vietnam-records-a-strong-growth/
http://hanoitimes.com.vn/travel/attractions/2016/11/81e0ac1f/arrival-of-japanese-visitors-to-vietnam-records-a-strong-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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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9％，由此可以說越南民間與日本關係良好。另外根據 2017 年 Pew Research 

Center 的其他民調來看越南民眾對美中的觀感，84％對美國表示友好，但僅有 18

％的越南人對習近平統治的中國有信心。 

 

圖 4-10 亞太地區國家對日本的正面觀感 

 

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檢自：http://www.pewglobal.org/2017/10/17/japanese-

divided-on-democracys-success-at-home-but-value-voice-of-the-people/pg_2017-10-

17_japan_0-06/ 

 

四、 國際合作 

(一)  TPP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在杜哈回合後陷入談判僵局，

因此 WTO 希望國家間可以利用雙邊或多邊經濟協定來提升貿易自由度。TPP 的

設計意圖是希望建構 21 世紀的經貿新規則，以「開放式框架」，便於更多亞洲國

家加入，為其他多邊機制提供範本。94 2014 年 TPP 其他 11 個成員國對越南出口

第一名為美國，出口額達 286 億美元，占越南總出口額的 19.08％。其次是日本，

出口額達 147 億美元，占越南總出口額 9.79％。日本對越南投資額達 380 億 8,571

                                                      
94 BBC 中文網，<問與答：《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瀏覽日期：2017 年 3 月 23 日，檢

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5/10/151006_tpp_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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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美元，共計 2,759 件，占外人投資額的 14.13％，是 TPP 成員國中第一多。95 

據分析顯示越南可以進入有 7 億人口的市場，涵蓋世界貿易的 40％，越南也能

夠因此提高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WTO 估計 2030 年時越南的 GDP 可以成長 10

％，促進 30％的出口。96 越南為 TPP 成員國中勞動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因此

有利於出口紡織業、製鞋業等產品。 

    越南副總理黃忠海(Hoang Trung Hai)在 2015 年 10 月 14 日越南—日本經濟

論壇提到 TPP 將會加速日越之間的經貿關係，希望日本能增加在電子、農業機

械、水利、造船、環境、節能、汽車等領域的投資。同時越南政府也希望日本能

多投資在日本的優勢產業。該論壇由越南工商會(Vietnam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VCCI)及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共同舉辦。過去幾年越南政府積極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和提升經濟競 力，達到

東協 6 國集團 (ASEAN-6 Bloc)和 4 國集團(ASEAN-4 Bloc)97的標準。98 

    日本與越南的 TPP 措施是將工業產品出口額的 92％關稅撤銷，並在 10 年內

撤銷汽車關稅；服務投資方面廢除在越南開業零售商店的經濟需求測試

(Economic Needs Test, ENT)99、放寬對電氣通信業、銀行的外資限制；為日本在

政府採購的參與機會制定符合國際規範的規則等。100在談判過程中面臨最大的問

題在於新藥品的專利保護、乳製品及糖製品市場擴大開放、日本汽車銷往北美區

域自製率降低等；越南被要求國營事業必須遵守商業貿易法及勞工、環保標準。

                                                      
95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PP 談判結果對越南之利益與影響初步分析>，瀏覽日期：

2017 年 3 月 22 日，檢自：http://www.roc-taiwan.org/vn/post/5607.html 
96 Nghia Trong Pham, < Can Vietnam Still Benefit From a Dead TPP?>, 《The Diplomat》, 

December 09, 2016, http://thediplomat.com/2016/12/can-vietnam-still-benefit-from-a-dead-tpp/ 
97 六國集團包括：印尼、泰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四國則為：印尼、泰國、

新加坡、菲律賓。 
98 The Saigon Times, <TPP to boost Vietnam-Japan trade>, 

http://english.thesaigontimes.vn/43544/TPP-to-boost-Vietnam-Japan-trade.html, viewed on 2017/4/8 
99 經濟需求測試係指將國家發展、外勞犯罪率、薪資結構、國際收支平衡等因素，做為評估是

否准許外國服務業入境的標準。 

定義參考：CSI 台灣服務業聯盟，www.twcsi.org.tw/topic_detail.php?Iid=111 
100 日經中文網，<TPP 協定概要>，瀏覽日期 2017 年 4 月 20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6419-20151010.html?start=3 

http://english.thesaigontimes.vn/43544/TPP-to-boost-Vietnam-Japan-tra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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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越南為了參加 TPP，至今通過與勞工規則、商業、外國貿易等相關的諸多法

規，比方說越南的新投資法在 2015 年 7 月 1 日生效。102 

    越南參與 TPP 面臨諸多挑戰，包含法規鬆綁與產業調整、過度自由化造成

的社會負面影響(不具競爭力中小企業倒閉的風險、勞動環境改善的要求)、市場

開放對國內企業的壓力等。103 用地手續(Land Clearance)常常也是遏止投資這在

越南投資的障礙，因為當地政府亦須與投資者以及當地住戶進行協商，討論補償

事宜，雖然說補償通常是依照市場價格，但仍然曠日廢時，同樣的再處理、整頓

土地之時也常耗費相當多的時間。104 越南易受世界經濟變動影響；大多數 FDI

都是小項目，大項目僅佔少數(約總體的 0.2％；缺乏能支持的良好工業發展；稅

制政策太過複雜，法律系統則是不健全。若要改善這類問題，越南必須要建立一

些機制。105 

    越南貿易及工業部長陳俊英表示，越南將會持續改善國內商業和投資環境，

TPP 的作用是使越南進行內部經濟改革，使其能夠融物國際級區域整合，加速與

他國 FTA 的進行。陳俊英表示 TPP 的替代方案有與歐盟、歐亞盟的 FTA；RCEP；

及 APEC 正在討論的區域 FTA。106 2017 年 1 月日本首相安倍訪問越南時與總理

阮春福會面，兩國領黨人共同希望 TPP 能早日生效，並且提供約 10.05 億美元貸

款給越南進行基礎建設和巡邏艦。2017 年 11 月 9 日 TPP 的 11 國對不包括美國

的新協議達成共識，在談判過程中以規模最大的日本發揮主導作用，越南工商部

部長陳俊英在會後的記者會提到，原本的 TPP 將依新架構改名為「跨太平洋夥

                                                      
101 天下雜誌，<TPP 過了！12 國延長談判終達成協議>，瀏覽日期：2017 年 3 月 22 日，檢

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1359 
102 Bloomberg, < The TPP Is Changing Vietnam’s Economy, No Matter What Trump Doe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1-28/the-tpp-is-changing-vietnam-s-economy-no-

matter-what-trump-does, viewed on 2017/4/18 
103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PP 談判結果對越南之利益與影響初步分析>，瀏覽日期：

2017 年 3 月 22 日，檢自：http://www.roc-taiwan.org/vn/post/5607.html 
104 Vietnam Investment Review, <Slow site clearance deters investors>, http://www.vir.com.vn/slow-

site-clearance-deters-investors.html, viewed on 2017/4/17 
105 Hanoi Times, <Challenges to Vietnam’s FDI attraction>, http://hanoitimes.com.vn/investment/on-

going-projects/2014/06/81e07f21/challenges-to-vietnam-s-fdi-attraction/, viewed on 2017/4/17 
106 The Jakarta Posts, <TPP or not, Vietnam will continue integration>,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seasia/2016/11/14/tpp-or-not-vietnam-will-continue-integration-.html, 

viewed on 2017/4/16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1-28/the-tpp-is-changing-vietnam-s-economy-no-matter-what-trump-doe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6-11-28/the-tpp-is-changing-vietnam-s-economy-no-matter-what-trump-does
http://www.vir.com.vn/slow-site-clearance-deters-investors.html
http://www.vir.com.vn/slow-site-clearance-deters-investors.html
http://hanoitimes.com.vn/investment/on-going-projects/2014/06/81e07f21/challenges-to-vietnam-s-fdi-attraction/
http://hanoitimes.com.vn/investment/on-going-projects/2014/06/81e07f21/challenges-to-vietnam-s-fdi-attraction/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seasia/2016/11/14/tpp-or-not-vietnam-will-continue-integ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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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全面進展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儘管各國仍存有分岐，但已對核心理念達成共識。107 

 

(二) 全球議題 

    在區域與全球議題上，日本與越南在 ASEAN、APEC、Asia-Europe 

Meeting(ASEM)、聯合國合作。日本尤其重視提高在聯合國的地位，希望能夠獲

得各國支持進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越南早在 2000 年就在第 55 屆聯合國大會

上提出對於改革的贊同，認為應該將發展中及特定已發展國家(如印度、日本、德

國等)納入。108 日越雙方理解南海議題的重要性，強調和平、安全、海洋航行自

由，呼籲各國避免單方行為及和平解決爭端。日本與越南也針對政治互信、提升

經濟連結、解決區域議題強化緊密策略夥伴關係。 

 

 

 

 

 

 

 

 

 

 

 

                                                      
107 聯合新聞網，<沒有美國的 TPP 改名為 CPTPP>，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812419 

日經中文網，<日本這樣主導 TPP11 達成基本協議>，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27845-2017-11-10-10-36-28.html 
108 越南駐美國大使館，<Vietnam Supports Imcrease in Membership of UN Security Council>，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news/2000/11/vietnam-supports-increase-membership-un-security-

council, viewed on 2017/11/12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2812419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news/2000/11/vietnam-supports-increase-membership-un-security-council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news/2000/11/vietnam-supports-increase-membership-un-security-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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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安倍時期的日越關係在經濟層面更加的緊密，現在日本是越南第三大進出口

國、第二大投資國109、第一大援助來源國，從日本與越南的貿易、投資、援助三

個經濟活動來看，他們共同的趨勢就是逐年增加，尤其是在 2009 年兩國簽訂經

濟夥伴協議之後，越南的經濟重要性已經慢慢追趕上日本對中國的生產條件需求。

日本對越南的貿易雖然受國際金融波動影響，在 2009 年時稍微減少，隨著東南

亞經濟整合加深，進出口貿易額也逐漸上升，日本與越南進行產業內貿易，將零

件出口至越南後在越南組裝，完成品在出口回日本或其他國家。日本企業的投資

反映在貿易結構上，主要是以電子產品為主，這些企業散佈在越南的大城市，2013

年起感知到越南的貪污問題嚴重、金融不穩定、基礎建設缺乏，投資的金額在

2013 年大幅減少，至 2015 年才稍微回升。日本的越南援助除了 2010 年日本對

ODA 政策進行檢討而減少金額之外，2009 年後援助金額維持在一定水準。這些

援助大多投注在交通建設。 

    日本仰賴原料、能源進口，因此重視海上航道的航行自由，這些物資大多穿

過麻六甲海峽，因此日本需要與東南亞的海上鄰國維持良好關係。越南需要外國

的資金來建設國內經濟基礎，學習技術和管理知識。越南藉由提供日本優惠的待

遇及其本身國內的經濟發展條件吸引日本，日本方面的反應較為被動，經貿上政

府以扶持本國企業為主，對於越南的基礎建設援助也是在日本企業所在的大城市

居多，除雙邊關係之外，日本多借助與東協、亞太區域國家的關係達成維持在亞

洲的領導地位。對越南進一步的政治、軍事關係發展，日本仍是依循美國的步調。 

    日本與越南的策略性夥伴關係也逐漸表現在具體的合作中，比如日本提供

軍事、海巡設備給越南，不過這一層次的合作日本主要來是需要是美國的行為

調整互動程度的深淺。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2017 年春季的全球態度調查

                                                      
109 根據越南統計局對 2017 年前 7 個月的投資統計，前三名分別為：韓國、日本、新加坡。 

參考：聯合新聞網，<台灣去年在越南投資 退居第六名>，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檢

自：https://udn.com/news/story/7241/261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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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事實上越南對於中國的敵意要比日本對中國的敵意還要高，80％的越南

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主要威脅，日本為 64％；甚至連中國的經濟有六成的越南

人認為是不好的現象，相比起來日本只有將近 4 成。儘管中越之間的共產黨間

有協調兩國關係的作用，也無法免除民眾對於中國的不滿，這是美國與日本可

以加以利用的機會。 

    2017 年 3 月日本天皇夫婦訪問越南，日越兩國領黨人皆高度評價日本天皇

夫婦的訪問，並且表示會加強政治互信，以及維持規律的高層互訪，增進對話

機制的效能。兩國也承諾促進經濟連結、發展高科技農業與人力資源。日本與

越南之間的高層互動也如同民間交流ㄧ般熱絡，這也反映到了國際場域中。越

南公開支持日本一職以來所追求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地位，也在第一時

間支持安倍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更是在當 TPP 一度停擺之際讓

各國元首在越南峴港為 APEC 峰會齊聚一堂時再度達成共識，不能否認的是日

本與越南在各領域的關係可以說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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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越南對日本的外交政策 

    越南是一個在二戰之後長期處於衝突狀態的國家，1975 年統一之後越共短

暫的中止戰爭狀態，在 1979 年又與中國產生邊境戰爭。幾十年的征戰讓越南的

經濟一厥不振，隨著中共首先放棄計畫經濟，接受市場制度、進行經濟改革，1985

年蘇聯在戈巴契夫領導下也採行改革開放政策，越南在 1986 年也進行改革、積

極融入國際社會，獲得近十年的經濟維持高度發展的成果。 

    不過，僵化的國家機制對於未來的可能性帶來限制，面臨著內部國營企業改

革、法律行政制度改革、貪汙等問題，氣候變遷造成的天災、南海議題的挑戰，

需要國家的靈機應變帶領全體走向成長的道路。身處在東協的核心位置，越南無

論是在東南亞或是整個國際社會中皆是關鍵性角色，中小型國家身處夾在大國之

間求生存實屬不易，一再考驗著領導人的智慧，於是越南在歷史脈絡中慢慢發展

出「政左經右」的發展路線。 

    本章的重點在於越南視角的越日關係，美中的國際競合對於制定外交政策堪

稱是決定性因素，其次觀察在兩大國競合國際框架中的越日關係。 

 

第一節 越南的國家利益考量 

    越南的外交政策考量可以分為經濟、安全、政治層面。經濟層面越南希望能

夠吸引外資進入為越南帶來源源不斷的資金、技術，提升越南的產業水準，趕上

世界的科技潮流。安全議題上讓越南最關注的就是南海議題，這也是近年來越南

之所以積極與美日印等先進國家或周邊國家接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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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因素 

    2006 年越共第十屆大會確認社會主義體制以及改革開放路線，為了達成每

年 GDP 7.5-8％的成長目標，越南 2001 年制定「2001-2010 年社會經濟開發戰略」，

並且通過「2006-2010 年社會經濟開發五年計畫」，並致力於在 2020 年將越南轉

變為工業化國家。近年越南的出口產業從輕工業轉變為手機、半導體等電子產品，

從 2012 年起越南的貿易就由赤字轉為盈餘。1 

    越南經濟在亞洲具有高成長與安定性，2016 年仍維持 6.2％的 GDP 年成長

率，比起其他東南亞國家而言較穩定，甚至連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時尚能維持在

5％左右的成長率，因此對於外資而言可以帶來穩定的發展可能性，且從海外金

融市場到國內的匯率轉換法規利於短期資本移動。越南治安相對其他東南亞國家

良好、人力素質尚可、識字率高重視教育，是企業進軍越南的因素之一。越南希

望出口高價值的電子與手機產品，在電子產業中越南已經和泰國、馬來西亞、中

國、台灣並駕齊驅，松下(Panasonic)、三星(Samaung)、富士康(Foxconn)和英特爾

(Intel)都因為越南的相對薪資低廉、年輕、高教育水準的勞工在此投資。2 越南與

中國臨近也是外資青睞的另一因素。 

 

 

 

 

 

 

 

                                                      
1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 <ベトナム経済の現状と今後の展望>, 2015 年 2 月 20 日, ページ 1-4, 

http://www.murc.jp/thinktank/economy/analysis/research/report_150220.pdf。 
2 越南的勞工月薪平均為 250 美元，雖然較寮國、柬埔寨、緬甸高，但是新加坡的 1/8、泰國的

1/2。越南是勞工密集國家，日本是資本密集國家，因此這樣的分工符合 Heckscher-Oli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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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越南 GDP 年成長(1985-2016) 

 

來源：世界銀行，檢自：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一) 貿易 

    2010 年後越南的經濟成長率並沒有達到 2007 年加入 WTO 所預期的高，原

因是越南政府為了因應不動產泡沫化以及通貨膨脹轉而採取嚴格的管理所致。於

是 2011 年越南政府頒布《2011-2012 年階段商品進出口戰略》，希望在 2020 年達

到相較 2010 年出口額成長三倍，及國民平均所得 2,000 美元。2012 年頒布《2011-

2020 年越南永續發展戰略》，提升越南的社會正義、環境資源保護、政治環境穩

定性，同年還有《2011-2020 年落實政府經濟社會戰略行動計畫》，針對市場運作

管理進行改革，改善土地、礦產、水資源等公共財的使用效能。3 2015 年越南的

貿易狀況有所改變，因為對於機械以及生產設備的需求增加，首次越南的進口超

過出口。電子產品佔總出口的 29％，主要對象為美國、歐盟、東協、中國、日本、

韓國；進口項目大宗為機械、設備、零組件、電子產品、電腦及零件等。 

                                                      
3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研究中心，<東協五國經濟崛起對全球經濟之影響初探>，

http://www.aseancenter.org.tw/upload/files/outlook007-03.pdf，頁 17。 

http://www.aseancenter.org.tw/upload/files/outlook007-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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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越南已談判和談判中的 FTA 共有 16 個4，是東協 10 國中排名第 6 位的

經濟體，服務業、工業和農業部門分別戰 GDP 的 4.4％、39％、和 17％。2013

年越南的經濟成長逐漸放緩，政府便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通過「2013-2020 經

濟復興計劃」(2013-2020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lan)，關注的部分為藉由全面或

部分私有化政策調整公共投資、銀行與國營企業。5 雖然越南已經與世界貿易接

軌，但該國的中小企業仍然難以融入全球，這些企業沒有機會加入國際貿易活動

之中，越南的這種情況相較於區域其他國家還多。中小企業雖然出口額佔越南總

體的 20％不到，但他們幾乎佔了全國企業總體的 98％，也就是說大企業佔據主

要的出口來源，而這些大企業可能大多是外國企業。越南本國中小企業參與世界

貿易的比例低於 21％，約僅有 14％的中小企業擁有外國商業夥伴或是投資者，

有 65％難以找到商業夥伴。6 2017年年初越南約有 14,500間新的中小企業成立，

成長率為 3.9％。目前約有 60 萬家註冊的中小企業，每年約增加 10 萬，不過停

止營運或是倒閉的公司數量也並非少數。越南政府現在越來越重視中小企業的增

長，特別是在 IT 和數位產業，他們的營收約佔總體 GDP 的 40％，提供 50％的

就業機會。7 越南的目標是成為東協的高科技研發與設計中心。 

    越南總裡阮春福在 2017 年 11 月 7 日越南舉辦的第一次商業高峰會(Vietnam 

Business Summit，VBS)上指出越南已經成為貿易的中樞，是值得信任的貿易夥

                                                      
4 分別是：東協—香港 FT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越南—歐盟 FTA、越南—歐洲自

由貿易聯盟 FTA、越南—以色列 FTA、泛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

澳洲紐西蘭 FTA、東協—印度全面經濟合作協議、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夥伴、東協—中國全面

經濟合作協議、東協—韓國全面經濟合作協議、智利—越南 FTA、日本—越南經濟夥伴協議、

越南—歐亞盟 FTA、韓國—越南 FTA。 

資料來源：亞洲開發銀行，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29 日，檢自：https://aric.adb.org/fta-

country。 
5 HKTDC Research 經貿研究，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2 日，檢自：http://emerging-markets-

research.hktdc.com/business-

news/article/%E4%BA%9E%E6%B4%B2/%E8%B6%8A%E5%8D%97%E5%B8%82%E5%A0%B4

%E6%A6%82%E6%B3%81/mp/tc/1/1X000000/1X0010GK.htm 
6 Viet Nam News, <SMEs seek support for world trade>,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6614/smes-seek-support-for-world-

trade.html#Gz2RKOVOr1e8B3ZC.97, viewed on 2017/11/1 
7 Grant Thornton, http://www.grantthornton.com.vn/insights/articles/chairmans-insights/030617-

vietnamese-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s-smes/, viewed on 2017/11/1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6614/smes-seek-support-for-world-trade.html#Gz2RKOVOr1e8B3ZC.97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6614/smes-seek-support-for-world-trade.html#Gz2RKOVOr1e8B3ZC.97
http://www.grantthornton.com.vn/insights/articles/chairmans-insights/030617-vietnamese-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s-smes/
http://www.grantthornton.com.vn/insights/articles/chairmans-insights/030617-vietnamese-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s-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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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越南決心要建立能夠成長(Growth-enabling)以及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的

政府，幫助人民以及企業能融入國際整合、維持總體經濟穩定、進行制度和法規

的改革。8 

 

(二) 投資與援助 

    越南吸引超過 24,200 件來自 120 國的外國投資，價值 3,100 億美元，約佔國

家 GDP 的 155％。9來自 APEC 成員國的投資占總體投資的 80％。目前越南已經

簽署 12 個主要的自由貿易協定。截止至 2016 年 9 月越南境內共有 325 個工業

園區，其中有 220 個正在運作，2017 年政府預計在北中南的重要經濟區開設 3 個

特別園區。越南北方的經濟區(包括河內、海防市等)主要是出產農產品，中部為

海洋經濟，其中也包含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航運、高科技產業，南方主要為商

業、科技、服務業、通訊業。國外企業投資的誘因主要是越南提供的優惠性稅制，

例如減少公司所得稅、附加價值稅、特別期間的進口稅。2016 年中 220 個運作

中的工業區吸引 1,500 億美元的投資額。2017 年第一季工業園區與加工出口區成

長了 39％(3.8 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增加 24％(1.5 億美元)，國內投資增加 52.7

％(2.2 億美元)，韓國是最大投資者(佔 55％)，其次是台灣與日本。根據 2016 年

各省競爭力指數，排名前幾名分別是峴港、廣寧省、同塔省、平陽省、老街省。

以產業來看，服飾、紡織製造主要分布在北南兩邊，鞋類、家具製造業主要在南

越。北方通常被認為是進口中國產品的好選擇，南方的優勢是擁有大型商業港口，

接近機場、海港、主要城市、主要高速公路等。10 

    現在越南已經成為泰國、馬來西亞、中國、台灣在科技製造業的強力競爭者，

                                                      
8 Viet Nam News, < We seek to become a trustworthy trade partner: PM>,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7096/we-seek-to-become-a-trustworthy-trade-partner-

pm.html#fJgWIsm8b8b7uHuS.99, viewed on 2017/11/8 
9 Investment and Trade Promotion Center, <Business in brief>, 

http://itpc.hochiminhcity.gov.vn/investors/news/2017/10/2017-10-

19.491469/MISNews_view/?set_language=en, viewed on 2017/12/26 
10 Vietnam Briefing, <The Guide to Understanding Vietnam’s Industrial Zones>, http://www.vietnam-

briefing.com/news/the-guide-to-understanding-vietnams-industrial-zones.html/, viewed on 2017/11/2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7096/we-seek-to-become-a-trustworthy-trade-partner-pm.html#fJgWIsm8b8b7uHuS.99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7096/we-seek-to-become-a-trustworthy-trade-partner-pm.html#fJgWIsm8b8b7uHuS.99
http://itpc.hochiminhcity.gov.vn/investors/news/2017/10/2017-10-19.491469/MISNews_view/?set_language=en
http://itpc.hochiminhcity.gov.vn/investors/news/2017/10/2017-10-19.491469/MISNews_view/?set_language=en
http://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the-guide-to-understanding-vietnams-industrial-zones.html/
http://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the-guide-to-understanding-vietnams-industrial-zon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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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Samsung、Foxconn、Intel 因為越南相對便宜的勞力、提高的教與水準

和年輕勞動力而增加投資。日本現在在越南有 3000 多個計畫正在進行，大約 420

億美元，大多屬於製造業，排名在韓國之後。越南的石油產業發展也是外國投資

的重點。11 雖然越南經濟急速成長，但是在交通運輸、能源等基礎建設方面明顯

不足；在越南農村的所得水準低，各個地區以少數民族為貧困的核心，可以說越

南社會在經濟發展的另一面存在著環境汙染、破壞、區域發展不均、健保醫療與

社會保險不完善的問題。越南千禧年永續發展目標依序為：去貧、零飢餓、健康、

教育水準提升、性別平等、乾淨水源與衛生、永續的乾淨能源、經濟成長、產業

創新與基礎建設、消除不平等、永續城市、相對應的生產與消費、氣候行動等。

12 越南的經濟成長策略基本上是希望藉由建造基礎建設來改善投資環境，同時

吸引外國民間企業進行投資，進一步藉由國內工業化擴大出口。因為越南採取封

閉的金融政策，因此能避免海外市場激烈變化導致的通貨危機。13 

    對越南而言，吸引外資對改善國內經濟環境至關緊要，因為國內壞帳以及國

營企業低效率等結構性問題，越南的經濟成長從金融危機前的 7％降至 2013 年

的 5.4％。14 2011 年越南宣布將進行國營企業的改革。越南重要的經濟建設目標

在 2020 年將越南打造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家，並完成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

15 越南也希望可以因為外資的增加帶動這些企業母國對越南經濟基礎建設援助。 

                                                      
11 平山煉油廠與石化公司(Binh Son Refinery and Petrochemical Co., Ltd.，BSR)總經理 Nguyen 

Tran Ngoc 表示在公開表示要尋找策略夥伴之後，目前已經收到 17 個投金主及 5 個大規模團體

的回覆。BSR 目前已經有與美國的 World Petro 和非洲 Macron Petro Petroleum 合作，這兩間公

司表示想要持有 BSR 股份 49％的意願，俄羅斯的 Rosneft、Gazprom Neft 和泰國的 PTT、科威

特的 Petroleum Corp 接提交少數股權投標書給 BSR，不過至今 BSR 仍未選出策略性的股權持有

者。 

參考：Vietnam.net, < Foreign heavyweights enter race for BSR>,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89421/foreign-heavyweights-enter-race-for-bsr.html, 

viewed on 2017/11/1 
12 UNDP, http://www.vn.undp.org/content/vietnam/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 

viewed on 2017/4/8 
13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 <ベトナム経済の現状と今後の展望>, 2015 年 2 月 20 日, ページ 1-4, 

http://www.murc.jp/thinktank/economy/analysis/research/report_150220.pdf。 
14 FT 中文網，<日韓商家”逐鹿”越南>，瀏覽日期：2017 年 3 月 22 日，檢自：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857#adchannelID=2000 
15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PP 談判結果對越南之利益與影響初步分析>，瀏覽日期：

2017 年 3 月 22 日，檢自：http://www.roc-taiwan.org/vn/post/5607.html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business/189421/foreign-heavyweights-enter-race-for-bsr.html
http://www.vn.undp.org/content/vietnam/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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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全/政治因素 

    與中國自 1979 年的邊界戰爭到近年來的南海衝突，越南希望擺脫對中國經

濟的依賴。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扮演著越南與美日關係的重要因素。2014 年「海洋

石油 981」事件16，事件之後越南即派遣特使至中國以舒緩緊張關係。對於越南

而延宕，至關緊要的是穩定與中國的關係，不過當涉及南海議題時越南便會採取

強勢態度。以 2014 年因中國在西沙群島的油井建設為導火線，使長期因邊境糾

紛等問題感到不滿的越南產生排華暴動。越南將與區域內國家及鄰國當作外交政

策的核心，希望可以藉以確保一個對越南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環境，日本恰好就是

能發揮這種功能的強國。17 

    除了和中國間的衝突問題外，越南國內也有許多社會問題，有些社會問題需

要其他國家的技術支援才有辦法改善。18 相對不同於其他東亞國家相互間的關

係，日本與越南可以說是「沒有問題」的兩國，中國和越南間有歷史、領土、發

展路線的差異，日本與越南面對了國際上諸多相似的挑戰。19 越南視日本為資金、

技術、創新、安全的穩定來源，日本的 ODA 和投資就提供越南穩定成長的基礎；

日本是越南為經濟與政治機會，越南擁有 9000萬人口以及逐漸成長的中產階級，

                                                      
16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座深水油氣田鑽井平台，於 2014 年 7 月結束在西沙群島的鑽探作業

後，轉往海南。越南認為此次為期兩個月的鑽探作業已侵入越南 200 浬的專屬經濟區，因此引

起雙邊緊張關係。2016 年 1 月中國方面又再次將鑽井平台移入中越爭議海域之中， 

請參考： 

BBC 中文網，<中國 981 鑽井平台結束西沙作業轉場海南>，瀏覽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檢

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7/140716_china_haiyangshiyou981_hainan。以

及 BBC 中文網，<越南要求中國石油鑽井平台撤出爭議海域>，瀏覽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

檢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1/160120_vietnam_china_waters_diplomacy 
17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ain Political 

Landscape>, July 10, 2014, p.6 
18 比方說日本企業對於解決越南交通問題扮演重要角色，每年越南因交通而死傷的人數達 1 萬

多件，近幾年逐漸減少至 9000 多件。日本運通株式會社(Nippon Express，簡稱日通)已經引進

行車紀錄器，可以記錄引擎轉速、加速與傾斜度，並感知突發狀況如發動、煞車等。這些數據

會被回傳至胡志民市的日通總部，公司將會給予駕駛評比和提供駕駛訓練。豐田汽車(Toyota 

Motor)打算訓練汽車安全教官，目前第一批訓練者有八人，主要為警察和汽車經銷商。本田汽

車(Honda Motor)預計在 2017 年夏天設立行車安全訓練中心在永福省北邊。 

參考：Nikkei Asian Review, <Japan helps Vietnam tackle 'traffic war>, 

http://asia.nikkei.com/Business/Trends/Japan-helps-Vietnam-tackle-traffic-war?page=2, viewed on 

2017/4/8 
19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ain Political 

Landscape>, July 10, 2014, pp.1-3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7/140716_china_haiyangshiyou981_hainan
http://asia.nikkei.com/Business/Trends/Japan-helps-Vietnam-tackle-traffic-war?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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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也提供日本友善的投資環境和低廉但有素質的勞工。 

    越南自 2011 年起至 2015 年保持世界第八大武器輸入國地位，主要來自印度

與俄羅斯。2013 年歐巴馬總統的亞洲行宣布對越南解除武器禁運之前，印度與

越南已於 2007 年簽署軍事交流備忘錄，成為建設性戰略夥伴。印度提供越南 5

億美元代購協助購買軍火，共同牽制中國在南海及印度洋的行為，作為印度「東

向戰略」一部分。自 2014 年起，越南陸續從印度購買達 20 億美元的武器。印度

協助越南訓練空軍及海軍操作 Su-30 戰機及基洛級潛艦，俄羅斯可能是印越合作

的幕後推手。20 印越雙方亦簽署和平開發太空協議，且協助越南開發南海天然資

源。21 日本在 2014 年 4 月的內閣會議上通過新「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已放寬

武器出口來加強與盟國的安保，並且促進國內軍工業發展，22 使日本得以將自己

的武器輸出給越南，不僅有利於區域的安全保障，也能提升日本的國防武器發展，

越南也可以與先進國家進行軍事演習，維持軍事力量隨時處於最佳狀態。 

 

第二節 越南的外交政策 

    本節作為將重點放於越南在戰後的歷史發展，通過政治、經濟局勢、憲法

規則、作為轉折的 1986 年改革等層面奠定對越南外交基礎的理解。 

 

一、 越南外交歷史 

(一) 二戰前後—法日殖民與共產勢力崛起 

    法國殖民之前越南的政治制度採用中國政治的傳統模式，也就是君王體制。

18 世紀中葉後法國勢力進入越南，19 世紀初法國幫助阮朝開國並統一越南，索

                                                      
20 中時電子報，<俄國印度打算向越南出售新型反艦飛彈>，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17 日，檢

自：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02004705-260417 
21 中時電子報，<印度軍售越南恐引起北京緊張>，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12 日，檢自：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112004242-260417 
22 BBC 中文網，<日本內閣通過新原則放寬武器出口>，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6 日，檢

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4/140401_japan_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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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量經濟、政治利益，取得傳教與通商權利。19 世紀後期，法國將越南建立為

其進軍中國雲南的跳板。1885 年清朝在中法戰爭戰敗後完全退出越南，越南變

成了法國的殖民地。1920 年代反殖民勢力不斷升高，30 年代法國越來越覺得無

法掌控越南的局勢，於是扶持傀儡保大皇帝，並開始重視越南傳統文化。40 年代

日本向法國施壓，同意法國維持表面的權利，與法國共治越南。1946-54 年間日

本戰敗後法國勢力在英美的支持下回歸，但越南共產黨聯合陣線早已組織「越盟」

(Vietminh)填補日本撤出產生的政治真空，1945 年「八月革命」之後成立「越南

民主共和國」。法越進行了八年戰爭，奠邊府之役法國戰敗，雙方簽署《日內瓦

協定》(Geneva Accords)後法國退出越南，以北緯 17 度將越南一分為二，兩邊由

不同勢力管理的局勢讓衝突不斷。23  

 

(二) 1945-1975 年越南統一前—邁向統一及與中蘇三邊關係的調整 

    1954 年美國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當時僅有泰國與菲律賓是來自東南亞的成員國，1960 年代由菲律賓、

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籌組馬印菲聯邦(Maphilindo)，也就是之後東協的雛型。1954-

60 年間南北越各有不同勢力在背後支撐，北越早期外交策略採取新現實主義路

線，在中共與蘇聯支持下進行經濟與硬體設備的建設，1946 年北越一開始對蘇

聯維持依附關係。南越吳廷琰(Ngô Đình Diệm)以民主之名行威權獨裁之實，南越

人民逐漸受到北越煽動，1963 年南越發生暴動直到 1967 年阮文紹當選總統南越

才回復穩定。 

    1960 年北越實施新憲法，強調以國營經濟作為國家經濟主導部門，並且實

施第一次五年計畫(1960-1965)，不過因為越戰的激化，1965-1975 年間幾乎是越

南經濟發展的空窗期，北越當局以實現南北統一為優先，其次才是進行社會主義

發展總路線。1969 年胡志明去世之後，越南政府變為由黎筍(Lê Duẩn)、長征

                                                      
23 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出版社，1996 年，頁 45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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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ường Chinh)、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分別掌管黨、立法、行政機關，形成「三

頭馬車」領導體制。24越共在戰爭中打贏美國，讓他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中的地位

更加強化。 

    1954 年到 1960 年代中期中國與北越兩國基本上維持和睦，1960 年代中期中

國與越南間對於共產黨的理念越顯分岐，不過當時因為胡志明與中共的關係友好，

因此一直維持著等距外交。1975 年以後越南對中共的態度轉為強硬，在領土和

華僑問題上爭議不斷。1975 年越南宣布將西沙與南沙群島納入版圖，對華人社

群不友善造成 1978 年華人大舉逃離越南的難民潮。1978 年黎筍繼任越共總書記，

確立親蘇聯的改革路線，1979 年形成與以阮文靈為首的改革派的路線之爭。這

種政治領導的局面帶來 1980 年代經濟政策的反覆與不穩定。直到 1980 年代越共

維持集體領導的體制。各種衝突接連爆發，中共決定停止對越南援助，越南也放

棄中共為其設計的「二五計畫」。25 

 

(三) 1976-1985 年越南統一到改革前—國內碰撞與中國的衝突 

    美國在卡特(Jimmy Carter)政權時曾想與越南關係正常化，越方堅持美方要

依據 1973 年巴黎和平協議提供財政援助，美國主張 1975 年北越攻打南越時就以

象徵關係破裂，美國國內民眾也不會同意政府進行援助，越共高估了美國對越南

的需要，反而忽視了越南及其需要西方投資的事實。1975 年雖然越南統一，但是

南北越的政治制度並不一致，因此首先就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在經濟

方面採取一國兩制的型態。在統一之前南越深受資本主義的影響，起初越共在南

方推行社會主義反而破壞了經濟發展潛力。 

                                                      
24 越南政治領導體制中的「三頭馬車」(Troika)源於 1960 年北越憲法的規定，國家最高領導階

層是由國家主席、政府總理與越共總書記三個職位構成，領導階層雖然是由國會與黨代表大會

選舉產生，但黨的中央委員會是由政治局決定。近年國會主席在越南政治中也有一席之地，因

此有「四頭馬車」的現象。 

參考：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

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02-204。 
25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180-181、2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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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戰期間雖然中蘇的關係已經破裂，但中國與蘇聯仍然給予越南資金和人力

的協助。統一之後越南當局掌握中南半島的意圖越來越強烈，越南在蘇聯驅使下

入侵柬埔寨對中國而言是一種威脅，因為中共是柬埔寨波布政權背後的支持者，

與有領土接壤的中共的關係惡化，因此越共逐漸倒向蘇聯。1975 年 10 月帶越南

統一國內局勢穩定之際，越共總書記黎筍率團訪問蘇聯，簽訂《蘇越聯合公報》，

蘇聯進一步答應越南加入由共產國家組成的經互會(COMECON)。在越戰結束之

前越共擬定 1976-1980 第二次五年計畫，原本中國建議的「農業為先，輕工業次

之，重工業最後的」的經濟規劃在中越漸行漸遠後全部更改，變為蘇聯的「重工

業優先」的史達林式模式。26越南政府在 1979 年 9 月越共第四屆六中全會中放

寬經濟限制，提出所謂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重視中

小型企業的發展，小幅度採行市場經濟，不過當時越南領導精英中存在路線之爭，

因此經濟路線也出現了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辯論。27 

    越南也不放棄和中共以及西方改善關係的機會，與美國和中共進行越戰戰俘

與邊境的談判，最終越南在 1977 年順利進入聯合國。只是好景不常，不久美國

國會決定停止對越援助，1978 年越南與蘇聯簽訂為期 25 年的友好與合作條約。

越南在隨後的侵柬行為引發了國際孤立，甚至 1979 年還發生了中越戰爭，讓越

南對蘇聯有高度依賴性。 

    1982 年蘇聯開始嘗試與中共改善關係，甚至以對越南的長期科技合作計畫

要求越南支持中蘇關係發展。28 1983 年越南希望分化反越勢力，向東協提出願

意在排除中共以及紅色高棉(Khmer Rouge)的情況下對話的意願，希望透過與周

邊國家關係修好補足中蘇友好後失去的談判籌碼。 

                                                      
26 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全國形成一種工農業體系。1978-1979 年第二次五年計劃失敗造成嚴重糧

荒，進而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加深南北越人民間的對立，這次的失敗顯示越共對於市場經

濟的不理解。 
27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186-193、173-175。 
28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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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86 年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政經發展與追求政權穩定 

    1986 年越共總書記黎筍去世象徵越南老人政治的結束，越共六大之後改革

派阮文靈出任黨總書記，積極採取改革開放政策(Doi Moi)，以「南方北方畫，北

方南方化」在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中尋求平衡，努力吸引外資、改善國民經濟體

制，同時也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放寬對新聞的限制。經濟路線與政治路線的改變

促使越當局採取廣泛交友的務實外交路線。 

    當蘇聯不在中越戰爭中為越南撐腰、被蘇聯用來與美國進行交換利益的棋子、

更甚者是蘇聯在進行自身結構調整而減少對越南的援助，越南領導人就決定與蘇

聯漸行漸遠。相反的與中共的關係在北京停止對紅色高棉提供支持以後就慢慢走

向正常化。蘇聯解體之際，越共轉而參考中國的改革經驗為鞏固政權。1991 年以

後越南在民生消費品和基礎工業設備的供應上越來越依賴中共。29 

 

(五) 1990 年代冷戰結束與新世代—多元發展與廣泛國際參與 

    1990 年代亞洲金融風暴時越南將「外交為經濟服務」作為明確原則，積極尋

找合作對象，將過往的「政治外交」調整為「經濟外交」。越南的外交政策基本

訴求為獨立、自主、和平、合作、發展的精神，重視開放、多元、多邊的國際關

係。在冷戰結束的新時代採取在大國間的平衡外交、參與國際機制的多邊外交、

同時與舊盟國與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的雙軌外交。越南除了自己的國際參與之外，

也積極推動緬甸、柬埔寨、寮國加入東協。30 

    越南在進行改革之後採取持續和平(Protracted Peace)和軟實力外交策略(Soft 

Power Diplomatic Strategy)政策，1993 年越南更加積極地加入東協，1994 年 10 月

越南外長阮孟琴(Nguyễn Mạnh Cầm)正式提出申請獲得批准。越南希望藉由東協

                                                      
29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13-222。 
30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6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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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增強災區域中的安全保障，提高在國際的地位和談判籌碼，1995 年越南被批

准加入東協之後便積極參與東協活動，加強與當時的六個成員國的雙邊互動，並

希望將東協作為參與其他國際組織的途徑。1996 年越共六大提出「與各國做朋

友」的展望後，黨代表大會不再將加強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當作政治報告的要

點，開始以加強與鄰國與東協的關係，以及與發達國家的聯繫當作外交主軸，該

年越南以東協成員的身分出席歐亞會議(Asia-Europe Meeting，AEM)，1997 年 10

月越南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東亞高層經濟會議」商討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區

域主義的影響，1998 年越南正式成為 APEC 成員。 

    此外，越南希望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盼美國解除對其的經濟和武器的禁令，

讓越南得以進入國際市場。1994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宣布解除禁運，

並在 1995 年 7 月恢復正常外交關係。31 2001 年 10 月美國國會正式批准《美越

貿易協定》，該協定的生效有利於越南將具競爭力的鞋類、紡織、家具木材、水

產加工品出口到美國，助其加入 WTO，越南同時獲得美國支持成為聯合國非常

任理事國。32 越南為了加入 WTO 在 2004 年通過《反傾銷法》、《破產法》、《競

爭法》、《電力法》，並積極進行國內基礎建設，終於在 2007 年 1 月 11 日成為 WTO

的 150 名會員國，並且在 2007 年 10 月 16 日當選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二、 越南的外交政策—從中蘇間的選擇到多元外交 

(一) 越南外交政策的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越南飽受外來力量的殖民與剝削，戰爭結束共產勢力擴

散至北越，採取外交措施做重要的目的就是生存。不過如同中蘇之間的路線之爭

已及領導地位之爭，越南也同樣面臨了路線的選擇。因為與中國接壤，自古以來

                                                      
31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24-229。 
32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台北：海峽

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7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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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與中國之間就存在有諸多領土糾紛，因此越共採取與中蘇間的等距外交，經

濟主要依靠中共，政治層面則是倚賴蘇聯。1975 年越南統一之後對於資源的需

求和戰勝西方勢力的喜悅趨使其向外擴張，越南入侵柬埔寨導致與周邊國間關係

緊張，中共也因為鄰近的威脅且剛與美國改善關係而為此感到不滿，因此發動懲

越戰爭。1970 年代末因為蘇聯沒有在中越邊境戰爭中援助越南，讓越南發展出

自我依賴的策略，在外交上更加重視自力更生的發展。33 在改革之前越南的外交

政策是意識形態主導的「非敵即友」(Dich va Ta)和「非勝即敗」(Ai thang Ai)概

念。34 

    冷戰結束後越南的外交政策根本是相互信賴、和平、合作與發展，對國際關

係表現出開放、多元的態度，在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整合的同時擴大國際合作的領

域，主張與國際與區域的國家們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外交作為的任務就是要維

持和平的國際環境、建立適合創新政經發展的條件、國家工業化與現代化、對人

類社會貢獻。越南尊重各國的主權與領土，不會干涉他國的外交事務，並且主張

和平解決爭端，與世界其他共產主義者、勞工、左派政黨強化關係，在積極、彈

性、創造、效率的條件下發展人與人的關係。跟隨在國際經濟整合的趨勢，以越

南「國家發展策略 2010-2020 年」的目標為基礎簽署雙邊與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遵守 WTO 規則，與東協與亞太國家促進相互理解和有效合作。越南進一步創新

經濟機制，修正法律系統以確保和諧、持續性與透明，越南要強化投資環境，鼓

勵與越南企業與他國企業合作或合資。35 

    越南多元化的外交政策(2015 年 4 月黨總書記阮富仲二度訪問北京；2015 年

7 月首次訪問美國；2015 年 9 月拜訪日本；2015 年 11 月習近平拜訪越南。越南

拉近與美日的關係的同時仍對中國保持尊重。越南視日本為資金、技術、創新與

                                                      
33 宋鎮照，<越南御風而上？變動中的國家機關、市場經濟與全球化的發展關係(1945-2008)>，

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 年，頁 141-171。 
34 Carlyle A. Thayer and Ramses Amer, 《Vietnamese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pp.30-31 
35 Embassy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the USA, http://vietnamembassy-

usa.org/vietnam/foreign-policy, viewed on 2017/06/30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vietnam/foreign-policy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vietnam/foreig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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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來源；日本需要越南的廣大市場、友善的投資環境、廉價及高素質的勞工，

越南也是東協的重要成員，在應對中國上有許多經驗。日本視越南為戰略夥伴，

目的是如何和中國周邊的非正式同盟國合作。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與亞洲盟國的關係是「樞紐和軸幅」(Hub and Spoke)的

關係(以美國為核心)；但在 2009 年歐巴馬執政之後採取重返亞洲政策，關係轉變

為一個網絡系統(Networked System)，包含成員間的雙邊關係以及成員與其他東

南亞國家的關係。除美國之外，日本、印度、澳洲和越南提升了策略關係。印度

提供越南策略性武器和越南沿海油氣設備投資；日本提供越南海岸保衛發展。

2015 年 6 月起「日本-澳洲-印度三邊對話」(Trilateral Dialogue)成為區域安全的

新趨勢，具體的成果展現在日本參與印度洋美國與印度的軍事演習。36 

 

(二) 外交中的中美因素 

1. 越南與美國的關係 

    東協大多是親美為主，冷戰時期因為雙方都有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共同利益，

因此關係相當緊密。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時，東協、美國、中國就曾經一起向

越南施壓。美國當時與泰國每年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並且在沒有設美軍基地的情

況下於泰國建立一個軍事武器儲備庫，印尼同樣也扮演重要的角色。1980 至 1990

年美國與東協的貿易額增加一倍以上，美國的投資也在東南亞創造新的管理與創

業階層，此外許多的東南亞年輕人也選擇到美國留學，他們回國之後繼續深化與

美國之間的關係。1990 年蘇聯解體後美國對共產主義擴張的恐懼消失，東協一

度不再被視為是重要的地緣政治考量，發現這些國家失去利用價值之後，美國就

以「人權」問題為由疏遠與東協國家的友好關係。例如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

時，美國就沒有對泰國伸出援手，反而救援韓國，印尼雖然收到來自美國的幫助，

                                                      
36 Ng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Minh Vu, <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

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viewed on 2017/5/8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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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相較起 2009 年的歐債危機時，美國對歐洲的態度就

顯得具有善意。不過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時，東協選擇積極回應美國的合作提

議，2002 年雙方簽署《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聯合宣言》，儘管如此小布希政府的反

恐仍然是以歐洲為重心。直到歐巴馬就任後為了在中國崛起的亞洲取得整合的主

導地位才開始推動重返亞洲的政策。2016 年歐巴馬因此成為第一個在美國本土

接待東協十國領導人的總統，他對於東協的立場也比起歷任總統更加重視。他們

也在安全、跨國議題上更進一步合作。37 

    越南在越戰結束之後就慢慢地重新回到國際舞台上，不過沒有任何外國勢力

的協助對其而言非常困難。更何況，北越與美國在 1975 年以前一直處於敵對狀

態，越戰結束之後雖然一度對美國釋出善意，但侵略柬埔寨與中越戰爭讓美國無

法輕易放下對越南的戒心。1995 年 7 月越南成為東協的成員，1995 年越南與美

國始建立外交關係， 2000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越南，這是自 1976 年越南統

一後的第一次，美越兩國簽訂貿易協定。柯林頓也宣布解除長達 20 年的貿易禁

運令。 

    因為採取多元務實的外交政策，也與美國關係的改善，越南在國際社會中越

來越嶄露頭角。2001 年越南首次成為東協主席國，2005 年越南總理潘文凱(Phan 

Văn Khải)拜訪美國，成為越戰後的首次訪問。2008-2009 年時越南是聯合國的非

常任理事國，並在 2010 年再次成為東協主席國。2013 年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

(Trương Tấn Sang) 拜訪美國，並和歐巴馬達成建立越美全面夥伴關係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的共識，不僅在政治或外交方面有合作關係，更延

伸到經濟貿易、國防、戰後災害等層面，為雙邊關係開創新的一頁。越南與美國

透過經濟、國防、政治安全對話加速增進兩國的關係，近年美國的軍艦已經可以

停靠越南的港口。 

     

                                                      
37 馬凱碩、孫合記，《解讀東協—前進東協，你不可不知道的經濟、政治、歷史背景，以及現

況與未來》，台北：遠流出版社，2017 年，頁 13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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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南與中國關係 

    1950 年代中國希望與東南亞國家往來，周恩來總理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

包括尊重主權、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以 1954 年的

萬隆會議作為向東南亞發展的第一步。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末期，中國實施

「門戶開放」與冷戰後期實施「睦鄰政策」，改變以意識形態主導外交政策，變

為以現實利益為考量。中國對東南亞採取睦鄰政策的目的是為東亞與南海的自然

資源、透過緬甸與巴基斯坦獲得印度洋航道、獲得東南亞的廣大市場及當地發展

資源、填補蘇聯解體後在區域留下的權力真空。冷戰以後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大國

外交、經濟外交、多邊外交為合作取向。2000 年周恩來與朱鎔基向東協提議簽署

FTA，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之後，2002 雙方迅速達成 FTA 協議，進一步推動

與東南亞與東亞國家的緊密夥伴關係，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走出去」(Go Global)

政策，鼓勵企業到海外投資，透過經濟合作與周邊國家維持友好關係，改變與東

協國家的敵對關係。 

    中國與越南的交往可以追溯於商周時期，其後越南曾先後多次被中國統治，

也成為中國的藩屬。直到 1884 年中法戰爭後清朝與法國簽訂條約確立法國隊安

南的宗主國地位，越南至此脫離中國的掌控，但兩國之間的關係仍然受到歷史、

地理、文化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勢力擴大以及蘇聯共產國際的催化下

發跡於 1921 年 7 月，並且在 1949 年 10 月在中國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越

南方面，1945 年於越南共產黨發動八月革命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在南方則由

保大皇帝成立越南共和國。1950 年 1 月 18 日中共與北越建交，並持續提供北越

武器以及援助。在 1950 年代初期北越與法國為掌控全越南而發動的戰爭中，中

共就提供軍事援助給北越，使其得以戰勝法國。1954 年第一次中南半島戰爭結

束後國際上召開日內瓦會議，在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勸說之下，胡志明接受「兩

個越南」的建議，以北緯十七度分割南北越，然而 1959 年後北越開始試圖向南

挺進，一直到越南統一，中國在背後的支持是越共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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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之間的「共產黨外交」是值得探討的部分，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間特有的

外交模式。1986 年反中越共領導人—越共總書記黎筍去世後越南對中政策改變。

1990 年代蘇聯解體，受到國際社會孤立的越南才開始改善與中國間的關係，江

澤民提出關係正常化的建議，1991 年中越磋商外交關係正常化，10 月中越為解

決柬埔寨問題簽定《巴黎協定》。此外，雙方領導人與高層官員進行互訪，在 1991

年、1992 年、1994 年、1995 年和 1999 年兩國高層領導會晤期間發表的《聯合

公報》和《聯合聲明》。38 1999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訪中宣

布「16 字方針」，3 月兩黨總書記在北京確定兩國「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

友好、全面合作」的 21 世紀關係發展框架。1992 年 6 月越共七大上確立了未來

發展路徑：「堅持社會主義、致力經濟改革、越中友好」，又與中共分別簽訂了《中

越貿易協定》和《關於處理邊境事務的臨時協定》。39 2008 年越共中央委員會總

書記農德孟(Nông Đức Mạnh)訪中，中越雙方就基於「16 字箴言與 4 個好」40為

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達成共識。不過基於從以前到現在的衝突，越南在與中國

維繫良好關係的同時，也時時警惕威脅的存在。越南試圖維持在美中之間的平衡

位置，並且建立與其他強權(日本、歐盟等)的連結。 

    即便兩黨之間的合作關係密切，仍有領土以及資源上的衝突。雖然中共與越

共在越戰期間同意暫時擱置北部灣以及西沙、南沙群島主權領土爭議，但在 1974

年中共派兵佔領南越控制的西沙群島，北部灣豐富的石油資源使中越發生海上衝

突，1979 年 9 月與 1982 年 1 月，越南先後兩次發表白皮書聲稱對南沙群島與西

沙群島擁有全部主權。越南的行為使周邊的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也群起仿效

1976 年越共第四次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親蘇的政治路線，1978 年越南與蘇聯簽署

《越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越南國內排華事件成為中越關係破裂的導火線，1978

                                                      
38 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恢復和發展兩國關係；兩國領土爭議帶關係正常化以後通過談

判和平解決；雙方在邊境地區的部隊應當減少或完全撤出，解除軍事對峙；雙方需要討論和建

立兩國邊境管理體制，恢復邊境正常貿易。 
39 耿向東，《圖解當代中國外交》，香港：中華出版社，2010 年 4 月 1 日，頁 154 
40 16 字箴言與 4 個好分別是：善隣友好、全面協力、長期安定、未来志向；好鄰居、好朋友、

好同志、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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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共停止對越南提供援助，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使越南共產黨與中國共產

黨間的關係惡化，並且在邊境上爆發中越戰爭，直到 1989 年在蘇聯的協調之下，

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除此之外中越也有零星的海上衝突，比如在 1988 年的赤瓜

礁。1999 至 2000 年雙方試圖解決北部灣與領海主權問題，2002 年江澤民訪越南

簽訂<新世紀全面合作的聯合聲明>41以及多項經貿合作協議，在領土海洋問題上

也與東協國家發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學求領土爭議的和平解決。然而這些協議與

宣言並不能阻止中越長久以來的衝突，其實自 1990 年代起因為南海主權爭端，

越南就編列高額的軍事預算，持續向俄羅斯購買軍事武器。2011 年越南抗議中方

海監船、漁政船入侵越南海域，2012 年中越分別將西沙、南沙群島劃入各至的領

土範圍之內，越南試圖藉由與美商 Exxon 合作開採南海油源，使南海領土爭議國

際化，引起北京不悅，同樣的 2014 年中國在南海設置巨型鑽油平台使越南民眾

不滿引發排華暴動事件。 

    雖然中越之間長期以來因為領土主權問題有諸多大大小小的爭論，但中國對

於越南而言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夥伴，自 2011 年越南總理阮晉勇主政以

來極力推動經濟改革，國內社會也面臨著社會轉型的問題。2017 年 5 月越南國

家主席陳大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表達對「一帶一路」合

作的積極態度。中國近幾年來持續作為越南最大出口夥伴的角色，因此若要保持

越南的高經濟成長率，中國的市場是不能輕易動搖的，然而與此同時有鑒於中國

對於越南的威脅，越南亦尋求外在強權美國及區域強權日本的支援制衡中國。42  

    在利益與衝突之間，中越的高層互訪，特別是黨的會談就扮演著調和的中藥

關鍵。高層互訪的層級在中越關係良好的時期，多是以國家的身分進行；但是在

關係緊張之時，便會變成黨與黨之間的互動。這種高層互訪的效力原則上還是僅

                                                      
41 為落實十六字指導方針，雙方有意在高層會晤、青年友好往來、經貿科技領域等擴大合作，

加強雙方在聯合國、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合作、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等國際和區域多邊領

域的合作與配合，展開多層次多領域軍事交往、加強文化體育等方面交流、加強跨國犯罪合

作、維持海上問題談判機制。 
42 孫若怡，<中越關係：站在歷史的新起跑點上>，《海峽評論》276 期，2013 年 12 月，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6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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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經濟層面，在更高層次的政治問題之中，互訪只能流於形式，或是僅能延緩

衝突的再次發生。有時雖然中越之間已經針對爭議達成共識，但越南政府仍會民

眾的反中行為對中國施壓。 

 

第三節 美中越關係與越南的對日政策 

一、 當代美中越三角 

    中越間具有歷史悠久的意識形態連結以及共產黨高層聯絡系統，雙方的經貿

關係密，截止至 2017 年，中國連續 13 年成為越南最大貿易國，投資也逐年猛

升。美日在越南有相同的利益在市場導向、民主傾向(越來越重視人權與政治自

由)、軍事安全，要達到這些目的可以透過開放市場增進貿易、投資、技術交換、

增加援助等，並且支持越南加入多邊機制，與越南針對區域安全進行對話、文化

交流等。讓越南能夠融入國際社會有助於將普世價值帶入越南，有助越南從減少

對中國的依賴。面對中國逐步增加在海上的動作，越南選擇跟隨東協做出的許多

新安排，比如 1994 年東協區域論壇、2005 年東協高峰會、2010 年東協防長會

議。不過南海議題上越南並非盡信東協，因為十國並沒有一致的立場，儘管如此

東協領導的機制仍然是越南與中國交往或是進行軟性平衡背後的靠山，一方面是

透過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另一方面透過東協的力量

規範中國在南海的行為，例如中國在 2002 年東協—中國南海行為準則中就扮演

主要推動者，在南海議題上越南在東協中始終主張強力的立場。43  

    解決南海問題除了區域機制的牽制之外，高層互訪一直也是中越解決問題的

管道，2011 年 5、6 月中國船隻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切斷越南國家石油公司船隻

的聲納纜線，2011 年 11 月越共總書記阮富仲便前往中國緩和兩國的緊張氣氛。

2013 年 8 月月共黨書記處常務書記黎鴻英訪問中國，背後的意涵推測是不希望

                                                      
43 Le Hong Hiep, <ASEAN at 50: the view from Vietnam>,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sean-

50-view-vietnam/, viewed on 2017/10/17viet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sean-50-view-vietnam/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sean-50-view-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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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美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丁·登普西(Martin E. Dempsey)訪問越南使

中越對立。黎鴻英與習近平宣布 3 點共識：兩國兩黨將會持續深化雙邊關係；兩

黨間的溝通或被強化；兩黨兩國的共識會持續存在於與南海相關的和平穩定情況

中。44 儘管如次，越南也尋求其他強國的支持。 

    2013 年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訪問白宮，同年 12 月國務卿凱利(John Kerry)率

人拜訪越南進行貿易與民用核能的高層合作。2014 年 4 月兩掃美國海軍船艦與

越南進行 5 年一度的聯合非作戰演習，顯示兩國防務合作更加密切。從 2009 年

越南就希望美國能夠盡快解除武器禁運的限制，不過美國擔心越南可能會使用新

型武器對公眾不利。2014 年或更早開始越來越多美國議員建議應該解除對越南

的武器禁令，販賣更先進的武器、偵測飛機(例如 P-3 獵戶座偵測機)還有海上偵

測系統給越南。不過越南不希望和中國交惡成為與美國關係改善的代價，美月雙

邊關係可能使中美越的三角關係變得不穩定，尤其是越南與中國的經濟關係非常

緊密，美越間的人權議題討論也是最棘手的。45 2014 年中國將油井駛進越南的

專屬經濟區，該年 5 月東協高峰會主席聲明對南海局勢表示「嚴重關切」，2014

年 10 月張晉創訪問印度，希望減小對中國的經濟，印度增加了 1 億美元的國防

採購信貸額度，46  

    2015 年中國將在南海的油井又開進越南的專屬經濟區，同年 11 月 5-6 日習

近平以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身分訪問越南，這是中國國家主席時隔九年正式訪問。

不過一方面越南正逐步增進與美國的關係。2016 年越南 12 大會議以穩定作為主

軸，和美國的經貿關係更加緊密，為了加強海洋勢力，向俄羅斯購買三艘基洛級

潛艦，此外還加強海警與漁業監視能力。美越的關係在歐巴馬任內變的親密，2017

                                                      
44 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 A U.S.-Vietnam Alliance or (still) a U.S.-China-Vietnam Triangle?>, 

https://intpolicydigest.org/2014/10/03/u-s-vietnam-alliance-or-u-s-china-vietnam-triangle/, viewed on 

2017/11/11 
45 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 A U.S.-Vietnam Alliance or (still) a U.S.-China-Vietnam Triangle?>, 

https://intpolicydigest.org/2014/10/03/u-s-vietnam-alliance-or-u-s-china-vietnam-triangle/, viewed on 

2017/11/11 
46 Edmund Malesky and Jason Morris-Jung, <Vietnam in 2014>, 《Asian Survey》Vol. 55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5, pp. 165-173 

https://intpolicydigest.org/2014/10/03/u-s-vietnam-alliance-or-u-s-china-vietnam-triangle/
https://intpolicydigest.org/2014/10/03/u-s-vietnam-alliance-or-u-s-china-vietnam-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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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底越南總理阮春福訪問美國與川普進行第一次會面，兩人討論關於貿易以

及北韓的議題，其中川普沒有提及一直以來美國關注的越南人權問題，還達成價

值 150 億美元和 170 億美元的貿易協議，內容主要為高科技產品，例如美國的通

用電器(General Electronics)等，目前越南與美國的貿易順差接近 320 億美元，是

美國貿易逆差國名單上的第 7 名。美國希望透過貿易與投資框架協定(TIFA)加深

雙邊的貿易關係。此外美國將一艘退役的美國巡邏船摩根索號以及 6 艘 45 公尺

長的金屬鯊魚巡邏艇轉讓給越南海警部隊。47 

    越南對於中國和美國的兩手外交策略也表現在 2017 年的 APEC 中。2017 年

APEC 高峰在越南中部峴港(Đà Nẵng)舉行，峴港過去十幾年在越南的省籍競爭力

指數排名第一，它有 408 項發展計畫值 45 億美元，525 件外國直接投資計 30 億

美元。2017 年的 APEC 吸引各國 CEO、高級官員到來，為越南的觀光業帶來生

機。48 越南為 2017 年 APEC 的 4 個優先項目之一是「包容性的成長」(Inclusive 

Growth)，這一項目最大的挑戰是就業、收入、減貧、社會安全以及平等。另外未

來的科技革命會使國家的角色變得更重要。包容性成長是越南重要的倡議，因為

它能夠吸引 APEC 其他經濟體的支持，決定成長的要素包括確保經濟成長、工資

提升、創造就業機會、強化國際層次政策合作等。49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11

月中旬訪問越南參加 APEC 高峰會，兩國將會繼續討論致力、發展策略、經濟合

作、文化交流等議題。習近平分別與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國家主席陳大光、總理

阮春福、國會主席阮氏金銀見面。訪問結束後雙方發表聯合公報，中越表明遵守

《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維護南海和平穩定。50 而美國總

                                                      
47 紐約時報中文網，<越南將成為美國抵禦中國的第一道屏障？>，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6

日，檢自：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601/vietnam-nguyen-xuan-phuc-trump/zh-hant/ 
48 Viet Nam News, <APEC Summit "a golden chance">,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6535/apec-summit-a-golden-

chance.html#YG0sYVcIM1AtVY6a.97, viewed on 2017/11/1 
49 Vietnam.net, <APEC 2017: Priority given to inclusive growth>，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pecial-reports/189392/apec-2017--priority-given-to-inclusive-

growth.html, viewed on 2017/11/2 
50 BBC 中文網，<觀點：中越關係究竟有怎樣的特殊性？>，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9 日，

檢自：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985813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6535/apec-summit-a-golden-chance.html#YG0sYVcIM1AtVY6a.97
http://vietnamnews.vn/economy/416535/apec-summit-a-golden-chance.html#YG0sYVcIM1AtVY6a.97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pecial-reports/189392/apec-2017--priority-given-to-inclusive-growth.html
http://english.vietnamnet.vn/fms/special-reports/189392/apec-2017--priority-given-to-inclusive-grow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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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川普也在 11 月訪問越南與國家主席陳大光會面，這次川普的來訪將會是美月

高層互訪的連續第三年，但雙方主要談論經貿的議題。越南 APEC 之後的另一重

點是在菲律賓舉辦的東亞峰會，針對南海議題 2017 年 11 月 16 日的東亞峰會主

席聲明中加入「注意到東協中國關係改善」的論述，關於南海議題在今年沒有提

出重大想法，衝突各方皆退後一步，原因之一是因為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基礎建設

的依賴，另一原因是美國對中態度改變。51 

 

二、 越南的對日政策 

(一)戰略夥伴關係 

    2004 年 7 月越南與日本簽署「朝向更高領域與永續夥伴」(Toward a Higher 

Sphere of Enduring Partnership)的共同聲明，2006 年越南總理阮晉勇訪問日本並

且與日本展開戰略夥伴關係，這是緊接在俄羅斯之後第二個與越南締結的戰略夥

伴關係，2013 年安倍就任第二任期時擴大合作的範圍。這個策略夥伴關係有三

支柱：人員交流、經濟合作、安全連結。經濟合作是雙邊關係的關鍵，2014 年 3

月越南與日本決定提升合作層級為「為亞洲和平與繁榮的廣泛策略夥伴關係」

(Ext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雖然中國企業在

越南佈局逐漸增加，但越南仍然希望能夠獲得的是日本的技術及資金，減少對北

京的依賴。52 

 

(二)經濟關係—優惠條件 

    1986 年越南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後，1989 年就使越南經濟與世界接軌， 

1987 年頒布外商投資法，1995 年加入東協、1998 年加入 APEC，1995-1996 年間

                                                      
51 日經中文網，<在東盟峰會主席聲明中消失的「關切」>，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7 日，檢

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7958-2017-11-17-08-47-18.html 
52 Nguyen Thanh Trung and Truong-Minh Vu,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Vietnam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6,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9/the-real-significance-

of-the-japan-vietnam-strategic-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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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就達到 9％的經濟成長。在日本的支持下越南於 2007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其後與諸多國家簽署 FTA/EPA，並加入了 TPP 談判。日本是第一個接受越南市

場經濟狀態的 G7 國家，越南接著在 2011 年通過「2011-2020 年社會經濟發展策

略」(2011-2020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SEDS)和「2011-2015 年社

會經濟發展計劃」(2011-2015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 

    為了面對區域整合所帶來的挑戰，2014 年越南政府發起一系列行政與法律

程序，高科技和高附加價值產品逐漸成為主要出口商品。53 被列為優先發展的有

六項產業：（1）電器電子工業（2）食品加工（3）造船（4）農業機械（5）環保

節能（6）汽車零部件生產。54 在這些產業之中，食品加工業以及農業機械被認

為最具有發展潛力，電器與電子工業和汽車產業為越南的出口貢獻良多，吸引日

本企業的投資。55 1999 年 3 月小渕恵三首相與越南總理潘文凱(Phan Văn Khải)

達成投資共識，在 2003 年 11 月 14 日完成簽署日本—越南共同倡議，為了改善

越南的商業環境，兩國政府與私部門共同建構合作計畫，前 5 階段於 2014 年施

行，包含關稅和智慧財產權。第六階段於 2016 年實施。56 2017 年 6 月越南總理

阮春福訪問日本時就與日本達成 220 億美元的合作協議，兩國同意提出確保最低

工資的措施與程序，同時也重視投資法、企業法、土地法等與投資業務相關的法

律規定，對中小企業以及務國投資者或相關投資商業行為給予支持及規範。57 

    從 2000 年到 2010 年，到越南的外國直接投資每年也平均增加 7.27％，然而

自 2011 年經濟成長減緩。因為 TPP 的緣故，日本企業將許多注意力轉移至越南，

以汽車業為例，日本在泰國的投資減少 2.2％至 59.7％；印尼減少至 41.5％；越

南則是增加 4.9％至 53.5％，整體而言日本企業選擇越南投資就占 TPP 成員國的

                                                      
53 經濟部 全球台商服務網，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0&country=VN 
54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越南頃提出重點發展 6 項產業之草案>，2013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roc-taiwan.org/ct.asp?xItem=379011&ctNode=1691&mp=226 
55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越南頃提出重點發展 6 項產業之草案>，2013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roc-taiwan.org/ct.asp?xItem=379011&ctNode=1691&mp=226 
56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Japan-Viet Nam Relations>,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

paci/vietnam/data.html, viewed on 2017/3/24 
57 Vietnam+, < Vietnam looks towards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http://en.vietnamplus.vn/vietnam-

looks-towards-better-investment-climate/115745.vnp, last viewed on 2017/8/6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vietnam/data.html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vietnam/data.html
http://en.vietnamplus.vn/vietnam-looks-towards-better-investment-climate/115745.vnp
http://en.vietnamplus.vn/vietnam-looks-towards-better-investment-climate/115745.v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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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 12.8％。58 為了避免因為逐漸發展而帶來的工資上升，越南採取 2020 年

工業化計畫的策略，目標放在電子、農業機械、農漁業加工、造船、環保、汽車

製造業等。59日本是越南選擇作為長期工業化發展的合作對象，透過工業化策略

框架朝 2020 年合作以及 2030 年願景邁進。60 

 

(三)區域/國際合作 

    越南對日本最重要的一個外交手段莫過於國際場域中的支持，先前提過的聯

合國安理會改革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又如越南支持安倍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

度洋太平洋戰略」，另外就是 TPP 的推動。2017 年在越南峴港舉行 APEC 的期

間，TPP11 國越南與聯合主席國日本共同努力與其他成員國商討 TPP 協議內容，

11 月 11 日 TPP 的 11 國公布達成基本協議的新協定(改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展協定」，CPTPP)，內容凍結了之前美國在內時的 20 個項目，但仍維持高水

平的貿易規則。凍結項目包括醫藥開發數據保護期限、著作權存續期限等知識產

權相關項目。另外勞動者與政府糾紛等 4 個項目正在簽署前繼續談判，TPP11 希

望將在 2018 年上半年簽署並於 2019 年生效。日本預計於 2018 年 2 月舉行 11 國

簽署儀式，只要過半數成員國在國內批准，新版 TPP 就能在 60 天內生效。61 雖

然各國達成基本協議，但是加拿大在公布基本協議時提出反對，墨西哥與越南的

對立也再次出現，因為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的 NAFTA 重新談判對 TPP 產生影

響。62 不過這次的會議讓日本見識了越南的付出。 

 

                                                      
58 日經中文網，<中國市場魅力下滑 日資製造業轉向何方？>，瀏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13

日，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19528-20160513.html 
59 MOFA of Japan,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vietnam/kankei.html 
60 Thuy Thi Do, <Locating Vietnam-Japan’s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East Asain Political 

Landscape>, July 10, 2014, p.6 
61 日經中文網，<TPP11 力爭 2019 年生效>，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4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27873-2017-11-13-10-54-16.html 
62 日經中文網，<TPP11 也撇不清美國影子>，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5 日，檢自：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investtrade/27898-2017-11-14-10-18-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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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越南外交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它從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導向蛻變為現代

的多元外交，採取務實彈性的「政經分離」、「政左經右」策略，這樣的發展反映

到了國際現實，全球化帶來的是跨國的商業行為、區域整合、以及相互連動的國

際事件。現階段越南最重視的是如何提升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與高科技

的發展，以製造業代工維生的越南面臨到生產逐漸放緩，可能不出十年越南提高

的工資水準就會讓外資失去吸引力，因此越南正在努力追趕工業 4.0 的步伐，透

過與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合作吸引人才、資金、技術，趁著日美合作盼主導第

四次工業革命的順風車，發展尖端技術開發包括 5G 行動通信和開發 AI。越南的

基礎建設在東南亞數一數二，為商品運輸、資訊流通提供留好的根基，他的電商

發展63為外國企業創造便利先進的交易平台。越南政府也鼓勵越南人至日本學習

管理、看護等技術，因應越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中小企業，也提前為不久

就會來到的人口老齡化作準備。 

    政治方面越南仍然秉持社會主義，與各方勢力間維持平衡的關係。一方面與

中國保持暢通的高層互動，一方面透過外在大國、區域與國際機制制衡中國對主

權的侵犯行為。越南國內目前已經有進行新一輪改革的呼聲，2016 年 10 月越南

舉辦改革開放政策 30 周年研討會，會中學者呼籲越南政府應該實施第二個改革

開放政策(Second Doi Moi)，目前越南的工業化仍在第一階段，比起現在全球工

業 4.0 的趨勢大大落後，因此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對越南而言是必須且急迫的。 

    此外，學者也認為第二次改革需要包含政府以及共產黨，現在的越共相較於

過去已經鬆綁許多對國家限制(例如 2013 年通過新憲法、國會不再僅僅是橡皮圖

章)，已經逐步正走向政治自由化。64 

                                                      
63 越南電商平台 Airlala 獲得 2017 年 APEC 數位繁榮獎。 
64 Viet Nam News, <Second Doi moi needed: scholars>,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

laws/344176/second-doi-moi-needed-scholars.html#sX4izPJXJQFLukbm.97, viewed on 2017/11/18 

Le Vinh Trien and Kris Hartley, <Doi Moi II: Rule of Law and State Legitimacy in Vietnam>,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doi-moi-ii-rule-of-law-and-state-legitimacy-in-vietnam/, 

viewed on 2017/11/18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344176/second-doi-moi-needed-scholars.html#sX4izPJXJQFLukbm.97
http://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344176/second-doi-moi-needed-scholars.html#sX4izPJXJQFLukbm.9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doi-moi-ii-rule-of-law-and-state-legitimacy-in-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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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從日本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探討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並且進一

步觀察日本對越南的關係。本章統整前述章捷關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以及日本

與東南亞、越南的關係、政策與成效評估，並且指出日本對越南外交的前景與

挑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 安倍的東南亞外交重視安保與對中國的圍堵 

    日本在東南亞的耕耘已有一甲子之久，隨著二戰結束各個國家成為獨立國家，

設法在美蘇兩大強權抗衡的冷戰時期取得生存的平衡。冷戰時期，日本是美國用

來防止共產勢力擴張的棋子；日本則是利用東南亞成為自身經濟復興，以及重新

樹立地位的媒介。冷戰結束至今，越趨複雜的區域與國際關係為東南亞添加新的

戰略性意義。 

    時至今日，安倍對東南亞的外交政策相較以往的首相更重視的是安保以及海

洋戰略，2007 年 8 月安倍在印度國會上面進行「兩洋匯合」(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說，安倍提到太平洋與印度洋現在正處於一個「更廣的亞洲」(broader 

Asia)、打破地緣疆界的繁榮與海洋自由的時代。1 2012 年 12 月安倍在報業聯盟

(Project Syndicate)發表名為《亞洲民主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文章，聲稱在東海及南海領土爭端中，南海正在成為「中國的湖」，

日本將與夏威夷、澳洲、印度連結，形成從印度洋到大西洋的鑽石網來圍堵中國，

菱形的海洋線包圍網用於與亞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確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間的

                                                      
1 外務省，<"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H.E.Mr.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

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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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行自由。2 接著安倍在 2016 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將印

度和周邊國家納入在安保合作範圍之中，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開啟中

日之間的海洋大國地位競爭。 

    有別於過去的政府多僅以經濟外交作為主要手段，安倍時代的日本在天時

(歐巴馬亞太再平衡、川普印太戰略；中國崛起/威脅)與地利(東南亞對中國的擔

憂；對日本經濟需求)兩條件的配合下得以進行更進一步的外交作為，將安保外

交當作是拉近與東南亞關係的手段。 

 

二、 從國家利益與能力來看，日本與越南為互補關係 

日本的國家利益可以分成政治與經濟兩個層面，政治上日本希望成為一個政

治大國以及正常國家，經濟上希望強化日本的水平，以作為推動外交政策的後盾，

這兩層面的國家利益從在於外交政策中無庸置疑。 

經濟上，日本需要越南的勞力、資源以及市場；越南則是需要日本的高端技

術以及資金。越南的國民所得排名世界第 46，GDP 成長雖然相較於 2015 年的成

績遜色，但仍舊維持在 6 以上，在東協國家中排名第 5。日本可以說是第一個提

供援助並和越南締結經濟關係的國家。過去日本主要是使用經濟手段吸引越南以

獲得廣大的市場、天然資源、低廉的勞工等，近年來軍事手段也是維繫兩國關係

的重要方法，日本提倡的人類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是維持在區域影響力的有利論述，

由其實當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近來行為感到擔憂之時。 

政治上，日本需要亞洲國家來制衡中國崛起，此點與越南的考量不謀而合。

日本希望藉由越南支持來確保南海航行自由以及和平，以免中國的勢力擴張，影

響到日本的各方面利益，同時也可以藉由安保的合作擴大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行使。

                                                      
2 ETtoday，<美日澳印 4 國菱形連線！ 安倍：組「包圍中國鑽石網」>，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檢自：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58347?t=%E7%BE%8E%E6%97%A5%E6%BE%B3%E5%8D%B04%E

5%9C%8B%E8%8F%B1%E5%BD%A2%E9%80%A3%E7%B7%9A%EF%BC%81%E3%80%80%E

5%AE%89%E5%80%8D%EF%BC%9A%E7%B5%84%E3%80%8C%E5%8C%85%E5%9C%8D%E

4%B8%AD%E5%9C%8B%E9%91%BD%E7%9F%B3%E7%B6%B2%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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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提供越南人員訓練及設備；越南則是在日本的協助下提高自己的綜合實

力、自立能力。在美國宣布全面解除越南武器銷售禁運之後，日本也更進一步與

越南加強防衛合作，尤其是海上安保。越南金蘭灣為重要戰略港口，2016 年 5 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越南總理阮春福達成防務合作的共識，日本的兩艘掃雷艦艇

被允許停靠金蘭灣，象徵越南希望藉由美國與日本制衡中國的考量。 

再比較日本與越南各自對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比較考量，安倍雖然多次在公開

場合表示現階段至關緊要的任務是要使日本經濟再生，然而事實上安倍仍然是以

政治地位為重，越南的國家利益同樣也可分為政治與經濟兩層面，但是以經濟為

重。 

 

三、 安倍對越南外交的成效—經濟/民間成果多於政治成果 

    日本在越南的諸多措施大多獲得越南的正面回應，但這些成果多為經濟與民

間交流這類的關係發展。 

 

(一) 貿易與投資皆有明顯增加 

    從本文第四章的數據與圖表可以得知日本與越南之間的經濟互動，包括貿易、

投資皆有顯著的增加，目前雙邊貿易是以電子產品、機械為最大宗。日本隊越南

的投資方面大多是中小企業，投資領域多集中在製造業，電子產品的生產以及高

價值商品的生產主要集中在泰國、印尼這些市場較廣大的地方。日本在越南的新

科技投資也相較於愛其他東南亞國家起步較晚，除了因為越南的基礎建設尚不足

之外，越南的貪污問題、僵化的行政體制也是導致經濟互動緩慢的原因。 

 

(二) 援助是安倍時代對越南外交最重要的經濟手段 

    從數據中顯示 2011 年以後日本對越南整體援助金額飆升，主要援助是以貸

款形式協助越南進行公路、鐵路、交通樞紐、發電廠等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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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目前日本這些建設項目大多集中於越南的主要城市，例如河內、胡志明、及

鄰近的海邊城市與港口。安倍也透過政府開發援助協助越南培訓海巡人員，並且

提供越南巡邏艇以增加在南海對中國的牽制力，這是安倍時其對外援助政策的一

大特點，使援助不僅是在經濟方面，同時也能拓展至安保領域。 

    然而，日本的援助在核能發電廠以及高鐵建設方面受到挑戰。越南政府認為

這些建設的成本難以負荷，而且核能發展會造成國家危險，背後原因有中國因素

在內，越南目前正在評估建設連接中國省份的鐵路，與中國、韓國等其他國家也

有火力發電廠建設的合作。越南透過建設案件展開與周邊國家的「平衡外交」，

在不得罪中國的情況下，與日本還有其他國家往來。 

 

(三) 日越的民間交流緊密，具有正面印象 

    除了官方的關係之外民間的互動強況也非常良好。2014 年 Pew Research 

Center 的民調顯示越南 77％民眾支持對日本持有好感，對中國僅有 16％，2015

年的民調越南的正面支持增加到 82％，中國維持在將近 20％。根據日本法務的

統計，2015 年在日本的越南人總數約 15 萬人，2016 年總數約成長到近 20 萬人，

僅次於中國在日本的人數，為外國人中第二。越南人在國際業務、技能實習、留

學等項目幾乎成長 2-3 倍，可見不僅是兩國政府的往來，人民間的交流也越來越

緊密。 

 

(四) 「中國強美國弱」的區域格局中，日越政治互動提升 

    中國因素在日越關係中扮演最重要的影響來源，基於國家與區域安全，日越

兩國進行更緊密的合作。美國因素同樣也影響日越關係，歐巴馬時期推出的亞太

再平衡政策使日本在美國的區域戰略地位提升，現在川普的亞太政策尚未有明確

方向，造成日本與越南對於中國的顧慮提高，形成兩國更多的合作空間。 

    傳統上越南與中國的共產黨互動機制是解決雙方衝突的重要途徑，此途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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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南海主權爭議的討論。日本的角色就是在中越南海衝突間成為制衡中國的力

量，藉此日本也能夠擴大集體自衛權的使用，向「正常國家」的目標邁進。雖然

日本與越南在意識形態上不同，仍然會對於人權議題有異議，但日本在這方面會

選擇務實以對，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就顯得沒有安全與安保重要。 

 

    總歸來說，日本與越南對於對方角色的認定事實上有些許的不同，即使政治

戰略與經濟利益確實都存在，但他們認為的比重不同。日本更重視的是越南在整

體戰略中的角色，與越南關係的修好對於牽制中國行為有絕對顯著的意義。越南

方面雖然將日本當作嚇阻中國的籌碼，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不要明目張膽的拉近與

日本背後美國的關係，對於日本本身越南重視的是資金以及技術，透過貿易與投

資帶來的技術轉移與資金流動，以及援助改善基礎建設情況，越南希望能夠達成

2020 年成為工業化國家的目標，並且挾著絕佳的地理便利性成為東南亞的研發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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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安倍的外交戰略統整 

國際環境 

美國亞太再平衡(TPP)、中國崛起(一帶一路、南海)、東協成長

(AEC) 

日本國家利益 政治大國、正常國家、經濟成長 

外交原則 美日同盟 強化鄰國關係 日本經濟外交 

外交方針 

自由與繁榮之弧(2007)、 

民主安全之鑽(2012)、 

價值觀外交、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2016) 

經濟外交 

目標方法 

民主、人權價值等

普世價值擴散 
戰略夥伴關係 日本經濟復甦 

正常國家 

新武器出口三原則

(2014)、 

《新安保法》

(2016.3.29 生效)、 

集體自衛權解禁 

區域經濟成長 

有利於日本企業發展

的環境 

軍事/安保發展 
抑制中國壓倒性力量

的產生 

區域/國際經濟規則

的主導權 

對東南亞政策 

2016 年歐巴馬的

「美國－東協連

結」（U.S.-

ASEAN Connect）

倡議、 

包含美國加入的東

亞高峰會 

利用南海爭議拉近與

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TPP、RCEP 

貿易、投資、ODA 

支持東協的經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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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越南政策 

美國對越南武器解

禁後，向越南提供

巡邏艇 

人員交流、對越南的

發展計劃 
以 ODA 最為重要 

來源：作者整理 

 

第二節 前景、挑戰 

 

一、 日本的前景與挑戰 

    安倍晉三在《邁向美麗之國》中提到，他的政治目標是最終希望可以使日本

「正常國家化」，這意味著日本將不會受到其和平憲法的束縛，自衛隊的地位得

以提升、可以更自由地進行海外軍事合作行為、可以擁有集團自衛權，更重要的

是讓依據外交三支柱(美日同盟強化、強化與鄰國關係、提升日本經濟成長的經

濟外交)展開外交行動，日本從經濟大國轉化為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全方面都

有影響力的大國。日本為國際社會的安定繼續扮演領導地位、建立信賴關係，增

進日本國家利益的同時，主導世界和平與繁榮。 

    日本所以經濟長期停滯的緣故是沒有採取有效的政治和經濟改革，領導人任

期平均不到兩年也是政府無法領導社會改革的原因，日本社會思想封閉不願進行

制度改革，再加上少子、老齡化。接下來日本國內支持修改憲法的聲音會不斷加

強，但美國仍然是制約日本修改憲法第 9 條的因素，在全球事務上的影響力下降

且力不從心，因此會傾向在美中間尋求平衡位置，才有更大的外交籌碼與發揮空

間，中國學者閻學通預測 2010 年失去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的日本將只會淪為

區域大國。3 

    日本國內的政治鬥爭雖然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之內，但是從過次首相任期皆

                                                      
3 閻學通，《下一個十年：全球變局大預測》，新北市：八旗文化，2013 年，頁 187-204。 



 

171 
 

不長、政治鬥爭問題嚴重讓政策的未來走向具不確定性，安倍在 10 月的眾院選

舉獲勝連任自民黨總裁，目前提出的外交方針有望可以延續。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世界銀行公布《2018 年全球營商環境排名》，日本排名第 34，和安倍提出的「2020

年前在已開發國家排名第 3」仍有差距。日本在「創業便利度」上排名大幅落後，

在第 106 名，問題的原因是日本註冊企業手續繁雜耗時造成諸多不便，日本在處

理破產、融資環境、稅制方面也表現不佳。4  

    另外不可忽略的挑戰來自於韓國，1989 年起東協與韓國開始進行對話夥伴

關係，東協現在是韓國第 2 大貿易與投資夥伴，貿易額由 1989 年的 82 億美元增

加到 2016 年的 1190 億美元，幾乎是先前的 15 倍成長，韓國對東協的投資從 1989

年的 9200 萬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51 億美元，約略增加 55 倍。2017 年韓國對

東協的投資非常可能會是韓國對中國投資額的 2 倍。文在寅上台之後強調與東協

關係的重要性，東協—韓國中心秘書長 Kim Young-sun 認為東協與韓國同樣是沒

有成為霸權意圖的中等國家，因此雙方應該扮演穩定的角色，為區域繁榮貢獻。

其次，韓國與東協屬於產業上的互補，許多韓國企業(包括中小企業)已經打入東

南亞國家，建立多邊互利互惠的經濟關係。再者韓國幫助建立東協共同體，搭建

全球價值鏈和全球供應鏈。第四，韓國向東協分享自身民主與市場經濟的經驗，

並且成功地進行不少援助計畫。此外雙方的人民共享許多文化與價值，例如儒家

文化、韓國流行文化等。5 

 

  

                                                      
4 日經中文網，<2018 全球營商環境排名：日本第 34，中國……>，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

日，檢自：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7685-2017-11-01-08-52-

46.html 
5 Viet Nam News, <South Korean-ASEAN links glow>, http://vietnamnews.vn/society/416571/south-

korean-asean-links-glow.html#zdpjeZwSB7e7QoYf.97, viewed on 2017/11/1 

http://vietnamnews.vn/society/416571/south-korean-asean-links-glow.html#zdpjeZwSB7e7QoYf.97
http://vietnamnews.vn/society/416571/south-korean-asean-links-glow.html#zdpjeZwSB7e7QoYf.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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