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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後冷戰時期的 1992 年，日本政府為了說明日本的援外意圖和
目的，首次制定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Charter)。該大綱提
及為了緩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確保受援國家的自由、人
權、民主主義等普世價值，並且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自助努
力，同時強調互相依賴關係的認識。進入新世紀後，國內外
環境的巨變也迫使日本的援外政策再次進行調整。在 2003 年
修訂 ODA 大綱時，強調 ODA 與日本國家利益的密切關聯，而
且向國民清楚地說明實施 ODA 的目的和必要性，以求獲得國
民的支持。新大綱重新訂定了重點課題，即(一)削減貧困
(poverty reduction) (二)持續的成長(sustained
growth)(三)全球問題的因應(addressing global
issues)(四)建構和平(establishing peace)的四個問題，並
且對這些議題提出概念及應有的援助方案等。
另外在新大綱中提示 ODA 的重點區域是亞洲地區，本人
此次計畫的研究焦點是東南亞區域，因此筆者發現日本對東
南亞的 ODA 都包含上述四項的重點課題。
第一「削減貧困」是除了最低度開發國家的寮國等外，
也對發展中國家層次的泰國等國家進行義務教育、保健、農
業開發等支援活動。
第二「持續的成長」是日本最擅長的支援當地國家的基
礎建設。在冷戰時期對菲律賓、泰國等反共陣營進行龐大協
助。後冷戰時期則比較重視越南或印尼等仍然能夠持續發展
的國家。
第三「全球問題的因應」是以環保、能源、防災等議題
為主。例如針對沙漠化問題，實施植林事業。防災問題方
面，日本與當地國家分享日本本身的自然災害經驗和積累的
知識。
第四「建構和平」是針對紛爭國家參與和平談判、戰後
復興等業務。如 1990 年代對柬埔寨積極參與的援助仍然令人
印象深刻。進入本世紀後，也積極地參與解決東帝汶、民答
那峨島等的紛爭。
總之，日本對東南亞實施的 ODA 的形式和種類相當多
元，換言之，對東南亞的 ODA 是日本對全球展開 ODA 的縮
影。
中文關鍵詞： 日本、東南亞國家、政府開發援助、政府開發援助大綱、重
點課題
英文摘要：
英文關鍵詞：

本

文

一、前 言
日本對東南亞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緣起於 1951 年日本與盟軍簽署的舊金
山和約，即以日本對曾經交戰或控管的國家進行賠償為開始。同時也對亞洲國家
進行以日圓貸款為代表的有償資金合作、提供設施和培養人才等無償合作方式進
行經濟合作。因此日本對東南亞的 ODA 推動了當地國家的經濟基礎建設，拉攏包
含日本企業的外資，推動貿易活動，推行以經濟合作、投資、貿易「三位一體」
的經濟外交，不僅促進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而且對當地經濟社會的發
展有所貢獻。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對亞洲 ODA 的功能也從單純的促進經貿關係、
加強雙邊政治關係等的手段，逐漸轉變成強調促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國
際貢獻的層面。
後冷戰時期日本政府為了說明日本的援外意圖和目的，首次制定政府開發援
助大綱(ODA Charter)。該大綱提及為了緩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確保受援國家
的自由、人權、民主主義等普遍價值，並且協助發展中國家的自助努力，同時強
調互相依賴關係的認識和重要性。該大綱中最受矚目的是不違反干涉內政等聯合
國憲章的原則，提出四個原則，即(一)環境與開發並重，(二)避免用於軍事及助
長國際紛爭，(三)維持並強化國際和平安全，對開發中國家的軍事支出、大規模
破壞性武器、飛彈的開發製造及武器輸出等密切地關注，(四)關注發展中國家之
民主化，致力導入市場經濟，保障基本的人權及自由。以上四點被稱為「ODA 四
原則」，因此日本政府實施 ODA 之際，必須關注此內容。
進入新世紀後，國內外環境的巨變也迫使日本的援外政策再次進行調整。尤
其 20 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期，日本的 ODA 政策受到社會輿論的批評和指責，因此
在 2003 年修訂新 ODA 大綱時，充分地強調 ODA 與日本國家利益的密切關聯，而
且向國民清楚地說明實施 ODA 的目的和必要性，以求獲得國民的支持。除了仍然
承襲舊大綱中提出的四個原則外，另外訂定重點課題，即提出(一)削減貧困(二)
持續的經濟成長(三)全球問題的因應(四)建構和平等四個問題，並且對這些議題
提出概念及應有的援助方案等。2005 年訂定的 ODA 中期政策，2010 年 6 月民主
黨政府所發表的「對外開放的國際利益之增進─和世界人民一起生活，創造和平
和繁榮：有關應有 ODA 的檢討 最後彙總」1也承襲該觀點和重點。
在新大綱中提示援助的重點區域是亞洲地區，本人此次計畫的研究焦點是東
南亞區域，本研究關注日本 ODA 政策中核心的 ODA 大綱等內容後，同時透過觀察
雙邊經濟合作的事例，找出如何落實四個重點課題。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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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獻參閱如下的網址，外務省「開かれた国益の増進─世界の人々とともに生き、平和と繁
栄をつくるー：ODA 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 最終とりまとめ」（2010 年 6 月 29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kaikaku/arikata.html
1

1.研究目的
此研究的主要目的有兩個方面，分別為:第一，精確的掌握日本對東南亞 ODA
的歷史脈絡和功能、定位的演變。第二，認清制定 ODA 大綱和重點課題的背景，
分析該文獻的四個課題「削減貧困」
、
「持續的成長」
、
「全球問題的因應」
、
「建構
和平」的內涵。並且借用若干雙邊經濟合作的個案事例中，檢討如何實踐四項重
點課題。
2.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是以文獻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與訪談法為
主。文獻分析的研究資料來源是中文、英文、日文的書籍、期刊論文、年報、報
紙以及日本官方機構的網路、文宣、內部參閱的相關資料等。
訪談方面，由於今年(2010)度的研究計畫中無法獲得考察日本當地的相關費
用，但是利用赴日參加研討會等機會，在有限時間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拜會外務省、
經濟產業省、國際協力機構(JICA)、日本貿易振興會(Jetro) 等政府和財團法人
機構，和相關人士進行訪談。另外，本人曾經任職於日本交流協會台北事務所，
因此活用過去所建立的人脈，在台北對了解日本的經濟外交的交流協會相關官員
進行訪談。同時為了均衡、整體地了解日本的 ODA 政策，本人亦嘗試和非官方人
士的學界、企業界、媒體等專業人士進行訪談，搜集不同的觀點。
三、文獻探討
1.官方文獻
日本政府裡主管 ODA 機關的是外務省，外務省對於 ODA 相關的新政策，如制
定 ODA 大綱或 ODA 中期政策立刻公布內容，並向國民說明。並且，當前外務省意
識到輿論對決策的黑箱作業過程的關注，因此儘量公開討論過程，尋求國民的理
解和支持。公開這些政策和協商的過程，對於對決策過程感興趣的人而言，有相
當大的助益，本人也經常參考外務省的網站，尋求精確地理解、掌握當前的趨勢。
外務省日常性公布的年報等文獻，也是學界、媒體、企業界等可作為參考的內容，
本人也每年透過閱讀新的白皮書，確認當前的趨勢與未來的展望。尤其最著名的
文獻是 1984 年以來每年發行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白書」2。該白皮書比較完
整地說明日本政府最新實施的 ODA 的狀況，同時每年編輯特別專題向國內外說明。
2005 年出版的 2004 年版 ODA 白書上，為了紀念日本加入可倫坡計畫，也就是開
啟對外援助的 50 年，敘述日本實施 ODA 的 50 年間的演變。該文獻是從日本官方
的角度描寫戰後日本 ODA 的演變，因而讓讀者能夠容易掌握歷史脈絡。針對日本
與受援國家的雙邊援助的動態方面，外務省每年發行「國別 Data Book」，詳細
地說明雙邊援助的現況。另外，執行 ODA 機關的國際協力機構也是每年發行年報，
用和外務省不同的脈絡表達當前日本的 ODA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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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發行的名稱為「我國的政府開發援助」,2001 年後和其他文獻統合為「ODA 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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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界等非官方
日本學者對日本的 ODA 的觀點，尤其上一個世紀的論點大部分從商業主義或
協助獨裁政權的延續、破壞環境等負面的角度進行探討。不過進入新世紀後的當
前探討日本 ODA 問題的文獻中，正面肯定日本對外 ODA 或未來走向，從建議的角
度探討的文獻也大幅增加。拓殖大學校長渡邊利夫看準新世紀日本 ODA 面臨的國
內外環境，肯定過去日本對亞洲的 ODA 實績，進而討論未來應有的日本的 ODA 政
策。渡邊身兼外務省設置的援外相關議題審議會的主席，該審議會肯定日本政府
推動改革的方向與成效，並且，強調 ODA 是日本真正能夠提供國際貢獻的唯一方
法。另外青壯學者草野厚從國際合作觀點探討日本的 ODA，對這些輿論強調為何
日本實施 ODA。下村恭民等學者整理當代國際合作的理論以及援助的新潮流後，
介紹、分析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建構和平等援助的具體議題的事例，並摸索日本
式援助途徑的可能性。Carol Lancaster、下村等著名學者、分析國際社會或日
本的 ODA 政策後，卻發現 ODA 政策中似乎出現矛盾的政策目標，即國家利益(或
政治經濟利益)和國際公益(國際公共財)。兩位學者的切入點，對於從事研究和
教學的本人而言，具有頗大的啟發。因此今年度的研究過程中借用他們的思考應
用到本人的對東南亞 ODA 的事例研究中。
四、結果與討論、展望
1.當前日本 ODA 趨勢
1980 年代後，OECD 等世界先進國家裡有提高包含援外政策等公共政策的有
責任說明(accountability)的趨勢，這些國家中個別訂定援助政策的活動目的、
目標以及基本方針。雖然美國、英國、義大利等國家已法制化，但是德國、挪威、
瑞典、澳洲等國家只制定「計畫」
、「政策文獻」，甚至也有像法國沒有綜合援助
政策的國家。在日本國內也曾經發生 ODA 相關的貪污事件，在國會提出規範 ODA
政策的法案，但是由於外務省和國會議員的反對而沒有通過。
另外，該時期正處日本邁向政治大國的過程中，發現需要對外說明包含 ODA
的對外援助的內容。即使如此，當初的文獻只有說明基本政策或提出一般論點、
整理統計資料的古板內容。真正對國內外發表援外政策的核心政策是 1992 年的
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大綱)。在此文獻的理念方面強調的是「應有的國際社會
成員的角色」
、
「先進國家的責任」
、
「協助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等國際貢獻的層
面，曾經被批評過的「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觀點退位。
但是 2003 年修訂的 ODA 大綱的內容，在前言的部分直接表示，
「我國 ODA 的
目的是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透過該貢獻有助於確保我國的安全與
繁榮」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言部分已經有包含日本的 ODA 的目的，換言之，對「國
際貢獻」的實現也必然地導致國內利益的觀點，強調國際公益與國內利益的密切
關連。這些變化相當程度反映出日本國內對 ODA 的嚴厲看法和國內財政狀況不佳
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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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修訂的大綱中受到矚目的，也是本研究焦點的重點課題。由「削減貧困」
「持續的成長」
、
「全球問題的因應」
、
「建構和平」構成的重點課題是表達日本政
府對 ODA 的具體的優先議題，重新強調具體的基本方針。
2.東南亞 ODA 四個重點課題的實踐
以下分別探討四個重要課題的實踐內容。
(1)「削減貧困」:
在外務省的分類中，削減貧困問題是由普及、推廣基本教育等的「教育」，
注意母子健康和抑制人口增加等的「保健‧人口」，提供乾淨飲水等的「水與衛
生」，以及改良農業技術和培養農村社區或人才的「農業·農村開發」所構成。
『加強培養醫療技術人員機制計畫』(医療技術者育成システム強化プロジ
ェクト)是針對柬埔寨從 2010 年 6 月至 2015 年 6 月正在實施的合作計畫。因該
計畫的緣故，鑒於柬埔寨的嬰兒及孕婦的死亡率偏高的現實，實施透過培養看護
和助產人才，改善當前醫療環境的援助。主要援助的內容為日本派遣專家到該國
進行教育訓練，提供相關醫療的器材，接受研修人員到日本進行研修等。
『南部山岳丘陵地域生計提升計畫』(南部山岳丘陵地域生計向上プロジェ
クト)是針對寮國從 2010 年 11 月至 2015 年 11 月期間正在實施的合作計畫。被
中央政府認定為貧困區域的南部四個縣，因人口鬆散、地形多數為丘陵地帶的關
係，耕作地相當有限，因此無法達成糧食自給的計畫。因此寮國向日本政府提出
援助的申請，希望提高當地的農業和農村的生產狀況。日方主要援助的目的是普
及家畜和養魚的技術、引導適當農業技術。主要援助內容為派遣長期和短期的專
家、在日本和第三國的受訓、提供相關器材等。
(2) 「持續的成長」：
外務省的分類是由協助當地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提供先進科技通訊器材和培養科技人才的「資訊和通訊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所構成。
「基礎設施」:基礎設施的完善,尤其透過日圓貸款等方式積極參與當地國家
的經濟建設，具體而言，包含公路、港口等運輸設施、發電設施、石油天然瓦斯
有關的基礎設施、資訊通訊設施、生活環境設施等。
『Lach Huyen 港國際港口建設計畫(港口)』(ラックフェン国際港建設事業
（港湾）)是針對越南從 2011 年 11 月至 2018 年 5 月期間實施的合作計畫。由於
河內和越南北部沿海一帶有頗多外資企業投資，因此多年來需要因應大量的貨物
的運輸和管理。因此越南政府為了建設大規模的港口，向日本政府申請相關建設
資金。日本政府承諾提供 119 億 2400 萬日圓的日圓貸款。
『培養軟體以及網絡技術人員計畫』
（ソフトウェアおよびネットワーク技術
者育成プロジェクト）是針對緬甸從 2006 年 12 月至 2011 年 11 月實施的合作計
畫。由於緬甸政府長期為軍事專政的政治體制，日本政府對緬甸所提供的援助規
模相當有限。即便如此，日本政府仍然繼續實施以培養人才為主的技術合作。該
4

合作計畫是因應該國推動 IT 振興政策的需求，針對主要大學提供新的相關器材、
派遣專家、接受研修人員等。
(3) 「全球問題的因應」:
外務省的分類，由空氣汙染、保護生態系等的「環境」，節約能源、自然能
源、供給電力等的「能源」，以及地震和水災等「防災」三個項目構成。
『減輕災害風險管理能力提升計畫』
（災害リスク軽減管理能力向上計画）是
針對菲律賓 2012 年 3 月至 2015 年 2 月進行中的合作計畫。由於菲律賓沒有國家
層次的完善的防災計畫，並且面臨緊急狀況的因應活動的通訊方式或手段沒有統
一的訂定，另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沒有統一的體制的狀況下，該國的防災
政策淪為沒有效率狀態。因而菲律賓政府為了改善現況，向日本申請導入完善的
防災計畫。日本方面為了協助菲國政府制定防災計畫，派遣顧問團隊、專家，提
供相關器材，培訓當地的相關人員。
『關於科學策略領域的制度人才開發計畫』
（科学技術戦略分野における制度・
人材開発（太陽電池における人材育成及び標準化）プロジェクト）是針對泰國
2007 年 1 月至 2009 年 3 月實施的合作計畫。泰國政府 2004 年制定能夠再生的
能源的相關法律後，政府推動太陽能電池能源的研發。因此泰國政府向日本政府
申請，培養研發相關技術的專家、同時能夠完善評估、認證等制度層面人才的援
助。日本政府接受泰國的專利方面專家的研修，同時按照需要派遣短期的人才。
(4)「建構和平」:
以落實和平為最大目標的日本之建構和平的合作由調停仲介和平、支援選舉
等構成的「促進和平過程」，協助原來的軍人重回社會、重建治安部門、清除地
雷等項目構成的「國內的穩定和確保治安」
，以及支援難民的回國或再定居的「人
道復興支援」三大項目構成。
『冲繩．東帝汶社區紛爭預防合作』(沖縄・東ティモール・コミュニティ
紛争予防支援協力)是對東帝汶從 2010 年 7 月至 2013 年 3 月進行的合作。雖然
東帝汶在 2002 年透過選舉後達成獨立，但是經常發生治安問題的結果阻礙該國
健全的發展。尤其該國的青少年容易受到他人的煽動，導致社區之間的紛爭，因
此該國加強包含青少年問題的社區對策。過去，沖繩縣讀谷村曾為了讓美軍返還
佔領的土地，展開了區域一致的返還運動。為了培養東帝汶社區裡能夠擁有溝通
或仲介能力的人才，乃透過將沖繩縣讀谷村的經驗活用到東帝汶的社區建設，以
建立預防紛爭的機制。日方對東帝汶進行的合作項目是派遣建立社區組織的專家、
接受該國的專家培訓、提供相關器材、派遣專家等。
『民答那峨島紛爭影響區域社會經濟復興支援調查』(ミンダナオ紛争影響
地域社会経済復興支援調査)是菲律賓民答那峨島 2007 年 2 月至 2009 年 2 月實
施的合作。該島由於宗教和民族的複雜關係持續了三十多年的紛爭，各種基礎設
施遭到破壞的結果，淪為該國的最貧困地區。2003 年簽署停戰的共識後，逐漸
5

減少武力衝突。因此為了順利地啟動戰後復興，菲國向日本申請有關民答那峨的
復興開發計畫制定的調查。日本方面主要為了將來順利制定復興計畫，透過專家
或顧問公司的派遣，蒐集當地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資料。
3.小 結
關於日本對東南亞 ODA 的現況，從 ODA 大綱中的重要課題實踐來檢討此計畫，
讓本人深刻的發現東南亞諸國擁有的多元問題，並且日本政府針對此利用 ODA 來
試圖改善東南亞各國面臨的各種議題。
同時發現，日本政府在 ODA 大綱中制定的重要課題，在短期內不僅在亞洲地
區，而且對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均能夠適當的引用。
五、今後展望
本研究是日本針對東南亞的 ODA 議題，從日本的援外政策核心原則的 ODA 大
綱中重要課題的實踐的角度來切入當前的日本對東南亞 ODA。由於去年度的研究
計畫無法獲得考察預算，因此深刻感受到實例研究的限制。但是在缺乏相關資源
的狀況下，還是可以能夠利用閱讀相關文獻、查詢網路公開資料以及訪談相關人
員，此對本人而言是頗大的收穫。
今年以後的研究計畫幸運地獲得考察經費的狀況下，希望能夠對日本的對外
ODA 議題有比較完整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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