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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

由於 19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關係正常化，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官方關

係被迫中斷，因此斷交後的台日關係展開以經濟、文化交流為主的實務關係。在

將近 40 多年間，雖然和多彩多姿的中日關係相較之下，台日關係的發展或許並

不起眼，但是務實地累積交流的「寬度」與「深度」，並且有助於雙邊的穩定關

係。台灣政府推動自由化、民主化之後，台日雙方進一步加強友好的信賴關係。

雖然台日關係的進展在「中日關係為政府關係、台日關係為民間關係」的結構之

下被約束，但台日雙方升高官方人士之間接觸的層次，透過雙軌的機制展開多元

的對話。

本研究主要在說明後冷戰時期的台日互動關係。在此嘗試回答以下的問題：

在研究理論的意義上，透過修正既有的對外政策過程理論構築日本對台政策決定

過程的模式。研究實證的意義上：第一，揭開參與台日實務關係的主要行動者和

它們的功能和角色。第二，以實踐後冷戰時期台日之間發生過的實際個案研究來

分析參與台日互動關係的行動者的角色和互動模式。

關鍵詞：台灣、日本、台日關係、對外政策、實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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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friendship between th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in 1972 terminated the offi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This limi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to prac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even 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Japan relationship has been insignificant compared to the
highly interactiv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the  accumulated interactions of “width” 
and “depth” have helped stabilize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Since the Taiwan
government started to realize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friendly and mutually confi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has been reinforced. Although the Taiwan-Japan relationship is restricted by the
principle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is governmental; the Taiwan-Japan
relationship is non-governmental”, high-level official interactions and dialog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have continued to be organized and conducted through a
bilateral mechanism.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amining Taiwan-Japan interac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nd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 Taiwan-policy-making mode adopted by Japan
through modifying the existing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based on the meaning of
research theories. In term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the objective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Identifying the key play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actical
Taiwan-Japan interactions and 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2) analyzing the roles and
interacting modes of these key players by actual cas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volving
Taiwan and Japan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Key words: Taiwan, Japan, Taiwan-Japan relationship, foreign policy, de facto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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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 言

從 1972 年斷交後的台日關係，雖然之後三十多年間台日關係所面臨的國內

外環境劇變，但是透過交流協會和亞東關係協會的「民間關係」取代政府之間的

「官方關係」，特殊的台日雙邊關係在某些限制之下以經濟、文化為主的務實議

題領域踏實地進行廣泛的交流。

1980 年代隨著中華民國的民主化之進展、冷戰的終結，提供了促進台日關

係的環境，並且由於知日派李登輝總統的登場，不僅日本對台灣的認知、理解提

升，而且日本民眾對台灣社會的好感也大幅地提升。台灣政府對日本資訊的限制

也幾乎鬆綁，新世代台灣人對日本的理解和好感也有增加。這些良好的雙邊關

係，在 2000 年政權輪替後上台的民進黨政府仍繼續地加強。

進入新世紀後的雙邊關係當中，日本政府對台灣居民採取赴日免簽證措施與

駕照相互承認協定、李前總統的訪日等新進展，同時經濟交流相關的台日 FTA、

漁業談判等議題上，台日雙方無法突破障礙外，令人記憶猶新的 2008 年「聯合

號事件」面臨擦槍走火的危機，暴露了雙邊關係的脆弱之處。

此研究主要站在日本的觀點，探討後冷戰時期的台日關係。在此嘗試討論的

重點為：第一，為了分析日本的對外決策模式，修正既存對外決策理論，提出日

本的對台決策的模式。第二，分析參與台日關係的行動者的角色和功能。第三，

透過個案研究揭開當前台日關係的互動關係。

三、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1.研究目的

(1)研究理論的意義

台灣或日本的學術研究在探討對外政策或對外決策理論時，通常借用西方學

者提出的理論來分析各國的對外政策。不過筆者認為借用既存理論分析時，考量

各國的政治體制、分析議題等的因素，必須進行適當的修正。因此本人在此研究

中嘗試修正對外決策理論的經典－艾立森(Graham. T. Allison)理論模式，再加上

其他因素試圖建立日本對台決策理論模式。

(2)研究實證的意義

嘗試建立理論模式後，借用該模式來分析後冷戰時期的台日關係當中發生過

的個案實例，尤其本人所列舉之實例包括政治、經濟、務實、突發性的議題等不

同個案。在分析不同個案研究的結果，企圖找到特點和進行分類。

2.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與訪談法。研

究文獻分析的資料來源是中文、英文、日文的書籍、期刊論文、年報、報紙以及

日本官方機構發行或內部參閱的相關資料。訪談方面，由於本人曾經任職於日本

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利用該時期所建立的人脈，與台日的外交相關官員在台

北、東京、大阪進行訪談。為了避免太過度偏向政府觀點，本人嘗試和非官方人

士進行訪談，即其對象為台日學界、企業界、媒體等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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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1.理論層面

首先，對外決策理論的議題上，探討該領域的古典艾立森（Graham. T. Allison）
的對外決策理論模式和對此模式的批評。多數批評艾立森理論的專家認為，由於

艾立森模式的分析議題是以古巴危機為題材，因此不僅通常決策時扮演舉足輕重

角色的國會議員無法參與決策過程，而且企業、輿論等其他重要的行動者被排除

在外。但是除了機密性高的安全軍事或緊急處理的議題外的一般的政策過程對外

開放，而且各行動者都有參與決策的管道，因此分析對外決策時必須考慮其他行

動者。因此本人借用日本學者信田智人修正由 Roger Hilsman 提出的同心圓模

型，做了適當的修正，以「日本版同心圓」模式做為分析對台決策理論的模式。

分析日本對台決策理論模式之際，必須考慮的兩個重要因素－「台日關係的

特殊性」、「中國因素」。前者，由於台日關係沒有一般國家之間的關係，是以實

務議題為主的非正式關係，因此有關高政治議題，尤其敏感的軍事安全問題應該

幾乎被排斥，大多數以經濟、文化議題為主。因此台日關係中，政治行動者以外

的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絕不能輕忽。後者，西方國家經常討論日本對外政策屬性

時被強調的觀點，即與「反應性國家」(Reactive State)的論點有關。不過過去主

張日本的對外政策經常受到美國等外國的壓力，但是日本對台決策上所受到的外

國壓力主要來自中國。因為 1972 年的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

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即使台日之間的交流限制於民間或實務層次

的官方往來，但是必須受到該聯合聲明的約束，因此分析日本對台政策必須考量

的中國因素。

總之，探討日本對台決策時，分析日本政策過程的爭論點，並且進行修正既

存理論模式，最後考慮中國因素才可以建立適合分析日本對台政策的模式。

2.實證層面

在此探討兩項，第一探討參與台日關係的行動者。第二，個案分析。

(1)行動者

行動者方面，分類為行政機構、國會與政黨、社會團體。

行政機構：

日本方面，探討的對象為包含首相的內閣府、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其他省

廳和交流協會。內閣府裡在對外決策中扮演重要的行動者角色，首相、官方長官。

外務省主導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經濟產業省則負責國內總體經濟和處理對外經

貿議題。其它省廳，如水產廳需參與對外漁業事務的談判，警察廳處理跨國犯罪、

毒品議題等。眾所周知交流協會是對台交流的窗口單位，雖然名義上是民間組

織，但大部分的預算由外務省等官方單位支出，而且該組織的理事長、台北事務

所的代表等由外務省退休幹部擔任，現任的職員也由現任官員以借調的方式擔任

職務，因此實際上是接受官方機構指導的半官方機構。

台灣方面的主要行動者為總統府、外交部、經濟部、經濟部、其他部門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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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關係協會。總統府裡除了總統外，總統府秘書長和國安會秘書長通常參與重要

對外事務。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同樣處理包含日本等對外事務。經濟部則是日本

經產省的窗口單位，漁業署參與漁業談判、海巡署因海上實務上經常和日本海上

保安廳聯繫。亞東關係協會在名義上也屬於民間組織，但該協會的會長和駐日代

表通常是受到政府信賴的人士，並且由對日本事務熟識人士擔任。

國會與政黨部門：

日本方面，台日斷交後的兩國，由日本國會議員組成的對台友好團體的「日

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最為著名，它是對台事務上具有影響力的組織，實際上他們

的重要成員和台灣政府直接接觸、對話，維繫雙邊關係，因此分析對台政策之際

必須注重的行動者。日本主要政黨，如自民黨、民主黨和其他政黨也不定期地與

台灣政黨之間往來，但是政黨之間的往來不如「日華懇」成員和台灣政府之間的

往來活絡。

台灣方面，台灣的立法委員裡，具有資深經驗或對日有特殊關係的立委和日

本政要往來，因此這些立委有管道參與對日決策，另外對日友好的議員團體也定

期地進行對日訪問的活動，不過以往的交流並不頻繁，因此對日政策的影響力有

限。政黨方面，國民黨、民進黨皆是不定期和日本政黨往來。

社會團體：

台日雙邊的經濟團體，尤其日本的「經濟團體聯合會」和台灣的「工商協進

會」等經濟議題上的層峰組織，因此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有一定的影響力，該兩團

體每年定期舉辦「東亞經濟人會議」，因此對台日經濟關係議題上有一定的影響

力。台日雙方的學術機構、智庫，通常以舉辦學術研討會等名義，讓雙方政府官

員參與交流，因此特定的團體在沒有正式邦交的台日關係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另

外，媒體也讓自己國家的國民了解對方國情，因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2)個案分析

對台灣居民免簽證措施之實施：

進入本世紀後，日本政府為了振興觀光業計畫相關措施。小泉首相在 2003
年 1 月的國會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出 2010 年外國旅客訪日的倍增計畫目標。

日本愛知縣舉辦萬國博覽會期間 2005 年 3 月 11 日至 9 月 25 日，日本政府決定

針對台灣、韓國居民實施 90 天內的訪日免簽證措施。同年 8 月博覽會結束前一

個月透過國會的法制化決定博覽會結束後，9 月 26 日起仍然繼續對台灣居民實

施 90 天內的訪日免簽證措施。

台灣居民免簽證的措施能夠實施的原因，一方面是搭上日本政府推動觀光振

興政策的順風車，另一方面是包含駐日代表處等台灣政府部門向日本政策、國會

議員、地方政府、觀光業界等行動者不斷地關說的結果。對此決定日本政府不必

與台灣政府談判，主要是由法務省、觀光廳、外務省之間的協商後單方面的決定。

該政策決定之際，除了國內觀光業、地方政府、「日華懇」的成員等多元的行動

者關切該議題，因此他們透過多元管道對決策高層進行關說。中國方面也相當關

心該議題的進展，不過日本政府同時期對中國團體觀光客的訪日限制逐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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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沒有遇到很大的抗議或壓力。

駕照互相承認協定：

駕照互相承認問題也是屬於廣義觀光交流的範疇。該問題在 2005 年 11 月召

開的第二十八屆台日貿易經濟會議中，由台灣方面正式提出。日方接受正式提案

後，透過交流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開始協商。經過幾個月的談判後，日本政府

2007 年 6 月國會通過相關法案的修正案，同年 9 月施行。該協定是讓台日雙方

的短期停留者(如觀光、商務等)，持有自己國家的駕照，只要附帶指定機關發行

的翻譯文，即可在對方國內開車。

雖然駕照相互承認之協定是由台灣方面提出，而且台灣政府對此議題持積極

的態度，但是正好日方也有關心這議題的行動者，如台灣觀光客喜愛的北海道等

當地觀光業者、地方政府和企業評估若台灣旅客在觀光地能夠自行開車，不僅有

助於台灣旅客的增加，而且帶動當地的觀光商機。因此北海道等地方政府曾經向

中央政府要求適當的處理。日本政府該協定的管轄以負責駕照行政的警察廳為

主。中國政府方面，由於該議題未涉及到一個中國等敏感的政治議題，因此中國

政府幾乎沒有對日本表達關切該議題，因而台日雙邊能夠務實地處理該問題。

漁業談判：

台日漁業談判從 1996 年開啟，到 2009 年 2 月為止總共召開 16 次談判。但

是由於台日雙方的歧見相當大，至目前為止還沒有達到共識。漁業問題牽涉到包

含釣魚台等複雜的領土問題，即使台灣方面把領土問題和漁業問題分開處理，日

方所主張的「中間線」和台方主張的台灣「漁民的傳統捕魚場」仍有一段差距，

日本方面幾乎是沒有讓步的空間，台灣方面也涉及到領土的問題，因此陷入不容

易妥協的困境。雖然台日雙方已經召開 16 次談判，然而幾乎沒有明顯的進展，

但發生「聯合號事件」等意外事件造成關係緊張後，似乎令人感到被迫召開談判

之感慨。前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池田維站在日本的立場指出，「如國台灣政

府真正考慮台灣漁民的利益，應該參考支付捕魚費等方式來處理」。如果考慮台

灣國內的輿論，或許很難作如此的決定，但是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池田前代表的

建議可能值得參考。

漁業談判透過亞東關係協會和交流協會的架構下進行談判。台日雙邊參與談

判的行動者為漁業當局(水產廳和漁業署)、海上保安廳、海巡署等。該問題，中

國也對該海域持有自國領土的主張，因此中國政府也關切台日漁業談判的動向，

但是台灣政府未打算與中國合作，因而中國政府沒有直接介入該議題。

台日自由貿易協定（FTA）：在經濟活動的全球化、自由化的趨勢下，台日
雙方政府積極展開與他國談判 FTA 或 EPA 等相關安排。2001 年 10 月上海 APEC
閣員級會談時，平沼赳夫經濟產業大臣與林信義經濟部長進行會談，雙方同意在

民間層次進行研究台日 FTA 的優缺點。之後借用民間經濟人士之間的交流平台

「東亞經濟人會議」開始討論，2002 年 12 月採納「台日 FTA 民間研究中間報告」，

2003 年 9 月由經濟界人士啓動廣泛的檢討體制，繼續進行檢討。但是後來台日

之間的 FTA 談判不僅正式啟動，而且即完全停滯協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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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台日 FTA 談判的理由，本人歸納大該三點。第一，台灣政府將台日 FTA
視為台日關係的重要突破，甚至以政治關係的進展來看待，中國對此議題的越來

越關切，因此日本對台日 FTA 慎重對待。第二，中國因素。由於中日之間還沒

有簽訂 FTA 或 EPA，因此無論政治上、面子上、利益上，台日之間很難比中日

之間先簽訂 FTA。第三，日本的現實考慮。雖然台灣對該議題有政治取向態度、

中國的壓力多少影響到日本對台 FTA 的態度，但是本人相信不是決定性的影響。

對日本而言，台日之間如過有類似 FTA 般的經濟協定，當然對日本企業或台日

經濟關係帶來好處和利益，但是台日之間的關稅因處於相當低水準之下，日本還

具有更需要急迫性談判 FTA 的其他國家。由於馬政府上台後，不僅兩岸關係的

改善，而且提供台灣和其他國家談判經濟協定等的空間，這些趨勢是否影響台日

經濟關係，需要再進一步的觀察。

如果台日之間啟動談判，這談判架構雖然可能透過交流協會和亞東關係協會

之間進行，但是主導的行動者為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和外交部、經濟部等行政機

構之間的談判。

台灣要人的訪日問題：

如李前總統為代表的台灣要人訪日問題，由於判斷台日之間發展的指標之

一，因此日中台的互動關係中通常受到高度注目的議題。卸任總統的訪日應該屬

於實務議題的範疇，但是中國政府仍然認為此議題涉及到中日關係中敏感的政治

問題，強烈反對李前總統的訪日，因此該議題變成為首相層次直接要決定的高層

次的政治議題。

對這議題的成敗，雖然中國的態度相當重要，但是本人認為並不是決定性的

角色。實際上，中國政府隨時反對李前總統的訪日，但是日本政府對卸任後首次

嘗試訪日的 2001 年「醫療之旅」極為成功，卻在 2002 年企圖出席大學舉辦的演

講活動告失敗。因此本人認為，日本政府還是站在國際利益的立場來決定，因為

如此日本政府最後決定的關鍵是哪些？本人從「訪日理由」、「內外環境」的角度

探討。2001 年李前總統訪日的理由則是「治療心臟」，李前總統事先承諾沒有任

何參與政治活動。雖然森喜朗內閣的重要成員和外務省內部對此不同的意見，但

是國內主流媒體發出幾乎一邊倒贊成的聲音，因此日本政府，基於人道上的觀點

確定發給李前總統簽證。換言之，這次的訪日理由很難拒絕的。內外環境方面，

當時森喜朗將要下台小泉純一郎上台的微妙時期，雖然森總理對此並沒有主導的

角色，但是至少同情或支持發給簽證的立場。因此日本政府即使受到中國的壓

力，並且了解對短期內的中日關係有負面的影響，但是最後顧全大局還是決定發

給李前總統簽證，同意讓李前總統訪日。

另外，2002 年打算出席慶應大學舉辦的演講活動計畫失敗的原因，除了不

像前一年治療等「適當」理由外，當年陳水扁「一邊一國」發言開始引起兩岸關

係的緊張，中國政府為了避免李登輝訪日的常態化更強力施壓日本政府，並且中

日關係也由於小泉總理的參拜靖國神社、農產品有關的貿易摩擦等帶來的關係惡

化等圍繞中日關係環境的改變也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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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李前總統後來 2004 年後已經分別出了 07、08、09 年訪日，似乎不再成

為中日間的懸案問題。

突發性事件(聯合號事件)：
2008 年 6 月發生的這事件，不僅剛上任的馬政府面臨很大的考驗，而且長

期維繫良好關係的台日關係面臨一觸即發的邊緣。這事件在台日關係當中應該屬

於非日常性，而且需要危機處理的特殊案例。日本方面認為，過去類似的事件，

台灣政府應低調的方式處理，努力地避開影響整個台日互動關係，卻對這事件的

對應面臨政府高層主張對該海域的主權和沉沒船的賠償等強硬態度、台灣海軍的

釣魚台海域的考察計劃(後來被取消)等一連串的措施驚訝日本政府。

當初事件爆發後，由於從日本官方發表的訊息指出似乎大部份的過失都在台

灣的「聯合號」，但是這些訊息和台方釣客的證詞以及他們錄影的內容有很大的

出入，自然地引起台灣社會的廣泛憤恨不平，加深對日本的不信任感。接著這些

輿論極為敏感的部分民意代表作出過度的反應後和部分媒體一起批評日本後，感

受到這些壓力的行政院被迫配合輿論的氣氛，導致不可收拾的狀況。

不過日本當事者的回憶錄來看，台灣方面似乎沒有啟動危機處理的有效機

制，因此日方不知和台灣的哪一個單位或人聯繫、溝通，儘快處理問題。換言之，

本人認為事件發生後台日雙方對事後處理不熟識如何下手，卻需要很快處理後續

業務的時刻，被新聞媒體趁機大幅報導，並且部分政客將外交議題（有其敏感的

領土問題）當成國內政治鬥爭的工具，並大量地消費，傷害了台日雙邊關係。

雖然該事件黨中，中國政府也表達關切，但是台灣政府該問題不與中國合

作，因此中國對這議題上幾乎沒有影響台日關係。由於該議題屬於需要迅速判斷

的緊急事件，因此台日溝通機制不再通常的型態，即在台日溝通機制為交流協會

台北事務所和外交部高層直接聯繫(不會透過亞東關係協會)，另外當時的池田台

北事務所代表直接和王金平立法院長等溝通表達日本政府的關切。

3.討論點

上述的台日關係的六個個案研究中發現兩個小結。

第一，任何的台日關係中多少感受到中國的影子，雖然中國因素影響到台日

互動關係，但是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第二，日本對台灣的決策，除了決策者的政策偏向外，最主要的決定性因素

還是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來一切決定。

五、計劃成果與評估

當初策畫該研究計畫和研究成果之間大致上有一致性。

1.理論研究層面

為了提出日本對台決策模式，修正既存對外決策理論的模式，並且加上日本

對台政策的特殊性、中國因素等的修正結果，能夠適用日本對台個案研究上。

2.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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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獻研究和訪談法，能夠揭開參與台日互動關係行動者的功能和角色。

即台日關係中大部分的互動關係，雖然採取民間交流的形式，但是實際上由政府

官員進行。另外，如需要危機處理等的議題上，偶爾台日高層也參與決策。

同時透過個案研究，明確地理解，依照議題的性質，影響決定或結果的因素

改變，但是從日本角度來看，大部分的角色基於由國家利益的角度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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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這次的研究計畫主要是分析當前台日的互動關係，除了相關文獻的研讀

外，必須訪談從事台日實務關係的相關人士和專家。由於本人曾經在日本交流協

會台北事務所擔任專門調查員(相當於訪問學者、研究人員)的職務，並且長期在

台灣從事研究活動，利用過去所建立的人脈關係進行考察訪問。  

  計畫主持人於 2010 年 4 月 8 日至 18 日赴日本東京、大阪進行訪問。訪問對

象包括日本方面：外務省、經濟產業省、交流協會等官方機構的相關人士，台灣

方面：在東京、大阪的駐日代表處的官員(外交部為主)，和他們進行訪談，有助

於了解實際上台日的互動關係的機制。另外，為了客觀地理解實際上的台日互動

關係，也對非政府機構的民間人士如學者、專家進行訪談。 

  親赴日本進行訪談，對計畫主持人而言，不僅接觸到第一手的資料，而且能

夠獲得、掌握在相關公開資料上看不到的事實、脈絡，因此受益頗大。以下為這

次訪談的內容，在此分為「訪談成果」、「訪談心得和建議」兩項部分進行簡單的

描述。 

 

一、赴日出差成果的說明 

  這次的訪談在東京、大阪兩個地區進行，以下是代表性的人士之間的訪談內

容。 

 

1.東京地區 

(1)交流協會 

  從暫時借調至交流協會的外務省職員得知該協會的構成人員和規模等基本

的概略外，也獲知每年定期對台交流的內容。其他相關人士指出當前交流協會重

視對台交流的項目是學術交流，尤其在台灣成立當代日本研究中心等，日本對於

台灣的日本社會科學領域的研究抱持著相當高的期待。由於 2009 年政治大學成

立當代日本研究中心，台灣政府高層也經常顯示對該中心的重視，因此日本方面

除了交流協會外，負責文化交流的半官方機構國際交流基金也關注台灣方面對當

代日本研究的發展。政治方面的往來，本人了解到仍然在中日聯合聲明的精神

下，務實地推動雙邊關係，本人不得不感到相當低調的態度。 

(2)經濟產業省 

  曾經參與對台實務的官員提及台日經濟當局之間的往來、雙邊經貿關係的現

況和將來台日 FTA 的展望等，經產省與經濟部之間有定期的接觸和交流，但是從

事談判或交流的層次並不高(課長補佐層次最多)。台日間近期的未來發展，投資

保護協定、租稅協定等的議題應該有機會討論，尤其租稅問題是台日企業界相當

期待的案件。至於針對簽署台日 FTA 的可能性，該官員認為當然不排除，不過日

本對台簽訂 FTA 的急迫性不高，並且中日之間還沒有簽訂之前台日簽訂 FTA 的可

能性很低。該官員並指出台日簽署的名稱不太可能是 FTA。即使如此，黨前兩岸

關係的趨勢來看，或許中國對台日經濟關係的進展有比較寬大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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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務省 

  在外務省研習中文的 China School 的部份官員曾經有在中國大陸的使館或

台灣的交流協會服務經驗，因此他們對於對台事務的敏感度有深度的體會。資深

官員指出，中國政府對民進黨政府時代的台日關係的進展相當關切，他們隨時注

意是否有台灣政要(以李登輝前總統代表)的訪日、台日政黨之間的交流頻繁、雙

軌安全議題的對話進展等等。因此，外務省可能被外界認為對台灣關係過度慎重

的觀感，但是實際上他們認為是為了國家利益做事。 

(4)駐日代表處 

  由外交部、經濟部、新聞局等多位部門組成的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 

成員在日本負責對日工作相當廣泛。這次訪談的對象大多數是從外交部調到日本

的官員，他們的工作性質主要和日本國會議員、東京都議會議員等地方民意代表

以及對台友好團體的交流。由於台日沒有邦交的關係，代表處人員和日本部長級

的高官和政黨高層接觸的機會比較有限，因此對現任國會議員的接觸相當頻繁，

並且交流的範圍也廣泛。這交流方面，據本人的經驗來看，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

的政務工作比較，人力相當豐沛，處理的範圍相當廣。 

(5)退休官員 

  這次訪日當中，本人對於曾經在交流協會或外務省任職的退休官員訪談，在

此過程得到不少的有趣消息。這些官員因對台事務工作，經常和台灣高層密切接

觸，因此本人從他們的口頭上知道當事者外所不知道的事情。 

(6)媒體 

  對國際事務或駐台特派員經驗的日本媒體人事的訪談也獲得不少的啟發。他

們通常和中國、台灣都有採訪和停留過，並且對其他國家和整個國際新聞也有報

導的經驗，因此對台灣或台日關係的看法比較宏觀。大多數的媒體人士對台灣有

好感、有情結，本人相信這些媒體人士對台的觀感多少影響在日本國內有關台灣

報導之內容。這方面，與民主化以後的日本對台好感的提升應該有密切的關係。

另外，日本媒體人士對中國、台灣的觀點持有相當不同的立場，因此本人發現這

些對台灣不同觀點一定產生在日本針對台灣有關新聞報導的方向。 

(7)學者  

  過去日本學者對中國、台灣研究的學者很容易能區別「親中國派」、「親台灣

派」。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進展以及台灣的民主化，過去常見的擁有極端意思

型態人士(左右派)逐漸消失，卻當前大部份主流學界對中國、台灣都有交流。並

且，脫離過去的「中國研究」、「台灣研究」等狹窄的範疇，研讀國際關係、安全

問題、國際經濟等領域的學者對台灣議題進行廣泛的研究。這些變化不僅能夠促

進讓日本學界或知識界精確的掌握台灣的現況，而且助於確立健全的台日互相理

解的關係。 

 

2.大阪地區 

(1)台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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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訪談，除了該辦事處的成員構成、日常業務外，政務業務方面的工作內

容大概理解。雖然大阪辦事處的成員規模，和東京的代表處比較少，卻管轄的範

圍除了關西地外、中國、四國、中部地方的一部份相當廣大。該辦事處的主要政

務業務則是地方議會(縣市議員)人士和對台友好團體之間的聯繫和交流。偶而在

與關西地區選出的民主黨國會議員之間交換意見的機會。因此不難發現，該辦事

處在台日交流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2)日本政府關係者 

    該官員曾經在國際部門服務，因此當時台灣的窗口單位之間交流的經驗。和

日本的大部分行政人員同樣，他們和中國之間也有定期的往來，但是和台灣之間

的交流或定期訪問的機會比較少。即使如此，特定議題上的交流活交換意見，台

日之間的溝通比中日之間還頻繁。 

(3)對台灣友好團體(大阪日華親善協會) 

    該團體是過去台日有邦交時代成立的歷史悠久的交流團體。由於在日本國內

的同性質的團體裡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成員與該團體定期

的往來，協助在關西地區舉辦經貿或文化等相關活動。由於他們與大阪辦事處的

關係匪淺，因此關西地區的地方議員也經常參與或支援該會的活動。並且大概每

年的雙十節訪台的友好活動。 

 

二、訪談心得和建議 

1.訪談心得 

    雖然本人曾經交流協會工作的經驗，但是當時本人並沒有直接參與對台日交

流事務，也沒有參與談判業務。因此這次的訪談中，從參與談判等的當事者的得

到的訊息或經驗，對本人很大的受益。 

 

2.建議 

  本人研究的時間範圍在日本的自民黨政權時代，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時代為

主，從 2008 年到現在的兩年時間，台日政府雙方都有政黨輪替的經驗，而且本

人發現，新時代的台日互動關係和過去微妙的改變。因此，本人希望以後還是繼

續關注這領域的研究，累計資料或個案研究，最後盼望至少民進黨時期、國民黨

時期的台日互動關係的比較。同時必須關注日本的政權交代前後對台政策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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