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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中國 ODA 之研究 第二章 日本對外援助政策 第一節 何謂 ODA 

壹、ODA 的定義 所謂 ODA 乃根據由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以下簡稱 DAC，所規定，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

金，必須滿足下列三個條件，才被認為是 ODA。 （1） 由政府或經濟援

助實施的機關來提供資金 （2） 以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和提高福

利水平為目的 （3） 提供援助資金的贈與比例（Grant Element）需超過

25﹪以 上。1 貳、ODA 的分類 ODA 的分類方式一般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兩國間的援助與多國間的援助 兩國間援助（bilateral assistance）是指

援助國直接對特定開發中國家進行援助。多國間援助（multilateral 



assistance）意指援助國提供資金給國際援助機構，再經由國際援助實施

機構間接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援助。這種分類方式是以援助國對開發中國

家提供資金方式（直接或間接）來加以區分 二、資金合作和技術合作 

所謂資金協助是提供開發中國家，開發購買所需的物資基金；技術合作

是提供開發中國家所需的各種不同的技術。這種方式的援助取決於援助

的手段是依資金，或是技術來決定的類型。 三、無償協力和有償協力 

所謂無償協力是指受援國獲得援助所需的資金、費用無償還的義務。資

金協力和技術協力皆屬於無償協力的範圍。有償協力是開發中國家則必

須償還向援助國貸借的款項，主要以日圓貸款為主。2 以上說明之流程

詳見圖 2－1。 1 政府開發援助（ODA） 兩國間援助 贈與 無償資金協助 

技術協助 政府間的貸款 透過國際機構援助 贈與 出資 貸款 2 其它政府資

金（OOF） 輸出信貸（一年份） 直接投資金融 對國際機構的融資 3 民

間資金（PF） 輸出信貸 直接投資 對國際機構的融資 4 非營利事業民間

團體的贈與（NGO） 圖 2－1 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 資料來源：小浜裕

久，《ODA の経済学》，（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年 6 月）頁 12 第

二節 日本 ODA 的決策體制與實施機構 壹、決策體制方面 日本政府開發

援助的政策決定有三個層次，在不同的層次?，政黨和官僚有著不同的

功能角色。 第一個層次的主要決策內容有日本的援助基本政策，中長期

計劃的制定，年度援助預算的制定及援助型態的分配（例如贈與、貸款

等）。 第二個層次的主要決策內容有包括贈與、技術援助和日圓貸款在

內的各項援助地區與國別的分配，獲得日圓貸款的條件和優惠標準。 第

三個層次是具體援助項目的實施過承。 貳、實施 ODA 的官僚機構 日本

援助政策的決定權，依照援助的型態分散在各個省廳。日圓貸款由經濟

企劃廳、外務省、財務省和經濟產業省共同負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負

責執行。以下將各省廳在日本援助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做一個概

述。 一、外務省 在日本對外援助政策決定過程中是最具有影響力的政

府部門。同時也是最支持政府開發援助的政策機關。3 二、財務省 財務

省（原為大藏省），主要是從財政的觀點來看待對外援助事業，對大藏

省的官員而言，援助基本上是一個預算問題。 三、經濟產業省 經濟產

業省（原為通產省）是日本企業界在政府援助部門的代言人。主要的目

的是透過對外援助，來促進日本工商業界的利益。 四、經濟企劃廳 經

濟企劃廳在 2001 年省廳改制之前的四省廳制中的角色功能最弱，在政

府援助政策中是最無權力的單位。2001 年省廳改制後被併入經濟產業

省，現已無經濟企劃廳。 五、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F） 海外經濟協

力基金成立於 1961 年，其前身是日本輸出入銀行下所設置的東南亞開

發援助基金。主要是負責執行對開發中國家日圓貸款，並對在開發中國

家開拓的日本企業提供貸款。 六、國際協力事業團（JICA） 國際協力

事業團成立於 1974 年。JICA 的前身是 1962 年成立的海外技術協力事業

團和 1963 成立的海外移住事業團。其主要的業務範圍是實施技術援助

及無償援助。 七、日本輸出入銀行 日本輸出入銀行在 OECF 成立之

初，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政府直接貸款的業務。隨著對開發中國家的無束

縛性貸款比例的增加，輸出入銀行在日本與開發中國家的協助合作關係

上，重新扮演重要的角色。4 第三節 援助的理念 日本政府為了讓國內外

了解日本的援助政策，並得到廣泛的支持，於 1992 年制定了「政府開



發援助大綱（ODA 大綱）」。其基本理念有下列四點。 一、人道考量

的問題 人道關懷的考量是援助政策中最普遍的理念。 二、認識相互依

存性的問題 認識「在意義上，開發中國家的安定與發展，對全體世界的

繁榮與和平是不可或缺的一種國際社會上的相互依存關係」的概念是跟

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息息相關。藉著 ODA 和平上的貢獻，增加與日本具

有友好關係的國家數量。 三、在保護環境問題上 由於開發中國家缺乏

技術跟資金，在開發上較不重視環境的保護，日本身為環境政策的先進

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和教導環保的知識。 四、自助努力的

觀點 大綱中程述「援助以脫離開發中國家為目標的自助努力」為根本原

則。5 第四節 日本 ODA 的特徵 一、 日圓貸款（有償資金協力）比重高 

日本在各個援助國中的贈與比例位居第 22 位，只有 DAC 各國平均的一

半。 二、 偏重亞洲地區 日本的對外援助六成以上是針對亞洲各國。 

三、 重視經濟開發的基礎建設 日本的開發援助主要是直接或間接地支

援開發中國家工業與農業的基礎設備（電力、瓦斯等能源的領域，道

路、港灣、鐵路、機場等的運輸設施，電信通訊，河川的灌溉與整治等

的農業領域）為中心的援助。 四、 非束縛性比例高 日本到了 1999 年日

圓貸款的非束縛性已高達 96.4﹪，在其他先進國家當中居第四位。 五、 

擔任援助人員過少 以美國援助的實施機構 AID 跟日本的 JICA 以及

OECF 的人員做比較，1991 年 AID 的職員數約 4300 名，JICA（1064

名）跟 OECF（250 名）合計 1314 名，美國實為日本人員的三倍。6 第

三章 日本的援助戰略與對中經濟外交 第一節 戰後日本的援助戰略 壹、 

美日關係為基軸的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影響日本外交的主要因素有

兩點：一是以美蘇冷戰格局為中心的國際環境，二是以經濟增長為目標

的決策動機。這兩大因素衍生出以美日關係為基軸的外交路線和以經濟

為中心主義的外交特徵。對日本來說，美日關係的主要功能是維護日本

安全，經濟發展。在美蘇冷戰的國際環境下，日本選擇一面倒的路線追

隨美國全球冷戰策略，對美國而言，日本確實在援助外交上替美國扮演

過重要的角色。7 日本在滿足華府期盼的外交背景中，還有另一個因

素。乃當時美國經濟陷入困境。自 1950 年末日益嚴重的美元危機，使

美國無法承受援助的負擔，因而期盼日本在援助層面上替美國分擔。美

日間的責任分擔制度（硬體「軍事面」跟軟體「民生面」）從而在此情

況下產生。援助雖然是日本獨自對第三世界國家與考慮到南北關係情況

下所進行的事務，但從外交立場考量，最主要特徵終究是對美政策的一

環。8 貳、為達政治目的援助 不僅是經濟利益，利用援助來追求政治目

的是由於外部勢力，特別是在美國壓力下所進行的。1980 年代，美國要

求日本應該有效利用為維護安全保障的利益而實施援助。冷戰後日本透

過援助逐漸提高在國際上的發言權，曾經一度被日本終止援助的國家，

冷戰後分別恢復接受日本的援助。對曾被日本凍結 17 年援助的伊朗重

啟援助大門，並提供建設發電場所需的 3 億 9400 萬美元給伊朗。1992

年日本參加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PKO），並同時計劃復興歷經內戰的

柬埔寨經濟，1992 年日本重開凍結柬埔寨援助 25 年之久的日圓貸款。

藉由對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以換取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

全理事國的票數。9 第二節 日本 ODA 的發展 援助政策的過程展開 日本

的援助政策歷程大約可分為五期。第一個時期為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



期的「始動期」，第二時期為 1960 年代初期到 70 年代初期的「搖籃

期」，第三時期為 197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初期的「擴大期」，第四

期為 1980 年代的「政治擴大期」。10 第五時期為 1990 年代的「政治援

助外交期」。 一、50 年代的對外援助 50 年代是日本對外援助的起步時

期。其對外民間資金合作大多屬於雙邊合作關係，主要以出口信貸和海

外投資為主。 二、60 年代的對外援助 60 年代是日本政府對外援助的起

飛期，無論在質與量上都有顯著的成長。 三、70 年代的對外援助 戰後

的日本失去了軍事、政治外交的能力，經濟外交就成了主要的對外政策

領域。 四、80 年代的對外援助 日本歷經 60、70 年代的經濟成長，進入

80 年代之後追求「政治大國」的對外企圖心日與具增。11 五、90 年代

的對外援助 進入 90 年代後，日本為實現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國的宿

願，把對外援助作為實現政治外交目標的工具。12 第三節 日本對中國

的經濟外交 壹、 戰後初期的中日貿易 從 1945 年 9 月至 1947 年，盟國

決定重開日本的民間貿易之前，中日經濟交流的主要形式是用以貨易貨

方式來貿易。這是盟國駐日機關盟軍總司令部的控制之下，在被佔領中

的日本和國民政府之間進行的。日本實現貿易自由化，代表中日經濟交

流走向新階段的一個契機，1950 年韓戰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開

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日本對中國的貿易因受制於巴黎統籌委員會

（Coordinating Committee ），以下簡稱為 COCOM13 及中國委員會

（China Committee），簡稱為 CHINCOM14 規則限制的關係，使中日貿

易在這一時期進入停滯的狀態。15 貳、 50 年代的中日民間經濟外交 中

日民間經濟外交活動最初始於 1952 年 6 月兩國民間貿易協定的簽訂。之

後到了 1958 年為止，中日總共簽訂了四次民間貿易協定。 一、第一次

民間貿易的達成 1952 年 5 月 15 日，高良富、帆足設和宮腰喜助三位國

會議員，應中國的邀請訪問北京。經中日雙方半個多月的交涉，同年 6

月 1 日達成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 第二次民間貿易協議 第二次民

間貿易協議在 1953 年 10 月所簽訂。其主要背景跟韓戰爆發所衍生的國

際情勢有關。韓戰期間美國向日本購買大量的軍備物資，從而形成日本

經濟的「特需景氣」。經過 20 多天的交涉，第二次民間貿易協議在

1953 年 10 月 29 日簽訂。 第三次民間貿易協定 1955 年 3 月，中國貿易

代表團在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村田省臟的邀請下訪問東京。這次

來日訪問代表團的目的是為締結一個新的貿易協定，中日雙方談判的重

點集中在締結支付協定、互設常駐商務代表機構以及雙方政府對協定承

擔責任的問題。 第四次民間貿協定 1957 年 5 月，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

協定經過兩次延長屆滿，但協定內容還未達完成。這次貿易交涉，中日

雙方在指紋、商務代表機構人數、懸掛國旗等方面問題上，產生很大的

分歧，經過多次商談後，雙方於 1957 年 11 月 1 日通過了第四次民間貿

協定中，互設常駐商務代表機構的備忘錄。 第四節 60 年代初期中日民

間經濟外交（1960~1965） 1960 年日本政局發生變化。岸信介內閣宣佈

總辭，取而繼任是親中派的池田勇內閣。60 年代中日關係在池田勇擔任

三屆的內閣首相任內，獲得逐步性的友好發展。當中最大的成果是與中

國簽訂中日 LT 貿易協定。 LT 貿易的確立 池田勇擔任首相後，逐漸恢

復中日民間交流及貿易往來。1961 年 4 月，日本政府宣佈取消對社會主

義國家的強制以貨易貨制度，改變以往一直採取強行要求等額與平衡的



規定。這個措施對中日民間貿易往來而言，具有突破性意義，也可視池

田內閣為進一步擴大中日貿易而採取的第一個步驟。16 由於有岡崎的構

想和周恩來與松村共識做基礎，1962 年 11 月 9 日，廖承志和高崎達之

助分別代表中日簽訂「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根據備忘錄所達成

的契約皆用 LT 做符號，因為是由廖承志與高崎達之助所簽訂，一般簡

稱為「廖高」貿易，國際實務貿易上通稱為 LT 貿易。 第五節 60 年代

後期中日民間經濟外交（1965~1970） 備忘錄貿易的誕生 1968 年 2 月中

日就新的 LT 貿易進行交涉，在雙方承認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的原

則基礎上，進行貿易交涉，並在 3 月 6 日雙方發表公報，同時對備忘錄

貿易事項達成協議。這個新貿易的名稱經過中日的磋商，從原先的 LT

貿易改成備忘錄貿易，簡稱 MT 貿易。MT 貿易與 LT 貿易比較起來，在

經濟上與政治上有些改變。首先在經濟上，由於吉田書簡的關係，日本

無法採用延期付款的方式向中國輸出成套設備；其次，新的貿易採一年

一度方式實施，一改以往 5 年為期的長期貿易。在政治上，強調雙方在

經濟活動中應該堅持和遵守的政治原則，日本首次公開表達中日關係政

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是，處理中日關係以及他們與中國有關部門

之間的關係的原則。此後，這個貿易就相當接近友好貿易。MT 貿易就

成為 60 年代後期維繫中日雙方民間貿易往來最主要的管道。17 第四章 

80 年代日本對中國 ODA 政策 貳、日本對中國 ODA 與其他國家的不同 

一、大平三原則 日本對中共正式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援助始於一九七九年

十二月。大平正芳首相訪問中國，承諾願意提供三千三百億日圓貸款給

中國。大平政府在宣佈向中國提供第一次日圓貸款同時，向來日訪問的

中國谷牧副總理表明「大平三原則」：（1）與歐美各國保持協調（2）

不會犧牲與東協各國的協助關係（3）不從事軍事領域上的協助。這三

原則後來成為對中經濟協助的主要指標。18 二、日本對中國 ODA 的特

點 自 1979 年所制定的對中國 ODA 政策，中國堪稱是日本 ODA 政策成

功的典範。以下可從三方面加以探討 （一）在援助理念上： 日本對中

國有別於其他國家。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 ODA 是以「輸出導向」為

主；對中國的 ODA 著眼於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穩定社會秩序和改善

民生環境為主要目的。 （二）在援助的內容上： 中國主要是以日圓貸

款為主。對中日圓貸款具有開始的時間早、規模大、條件優惠等優點，

跟其他非洲國家地區以無償援助比較起來，日本對中國的 ODA 在促進

中國「自助努力」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三）在實施效果上： 日本對

中國的 ODA 不僅實施效率好，效果顯著，日本對中國的日圓貸款均按

期到位，一般國家需要 6 年時間完成項目，中國只用 4 年就達成。在日

本眾多 ODA 受援國當中，中國在消化日圓貸款方面堪稱成功的典範。

此外，中國在使用資金上透明度高，鮮少發生像菲律賓貪污腐敗的情

形，促使日本擴大日後對中 ODA 的金額與數量。19 第二節 80 年代日本

對中國提供 ODA 的動機 壹、 日本國內因素 一、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日

本政府從戰後到 70 年代後期的 ODA，是日本作為外交的主要手段。對

中國實施 ODA 是日本政府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國家行為表

現，以及確保中國穩定的戰略意圖。從地緣經濟地上來看，日本在中國

有長期的戰略利益。20 二、基於經濟的利益 由於日圓的急速升值，美

日貿易逆差逐年加大，日本製造業迫於國內勞工人力成本攀升，為緩和



國內外的經濟壓力，紛紛把部分生產工廠移至海外。中國在地理、文

化、歷史上與日本比較相近，因此成為日本製造業投資外移的主要對象

國家。21 三、為維護自身的安全 石油危機之後，日本逐漸改變以往促

進輸出，確保資源為第一優先目標的狹隘商業主義範圍，開始著重援助

的政治效果和安全效果。其主要做法有二：第一、重新調整對東南亞國

家的姿態，第二、開始向中國提供日圓貸款。22 貳、國際因素：配合

80 年代美國冷戰佈局 80 年代之前日本的外交政策是用「政經分離」的

方式來對不同於西方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在冷戰中具有戰略地位價

值國家發展經貿活動。美國歷經長期的越戰消耗，國力大為衰退。「責

任分擔」便成為 80 年代美日關係的主軸之一。即便是對中國大規模援

助在 80 年代也帶有強烈配合美國政府的意味。23 參、歷史和心理因素 

日本官方和民間普遍把日本對中國 ODA，和中日建交時中國放棄戰爭賠

償連結起來，將 ODA 視為對中國的戰爭補償。不僅是對中國的無償援

助，ODA 中的日圓貸款也看成是一種補償。24 第四節 80 年代對中 ODA

與中日關係 壹、80 年代兩次日圓貸款與特徵 一、第一次日元借款

（1979 年至 1983 年） 第一次日元貸款是在谷牧副總理訪日時，向當時

的首相大平正芳提出，79 年 12 月大平首相在中國訪問時，事先通告中

國政府，將提供 79 年度 500 億的日元貸款給中國，經中日兩國的協商，

達成金額 3309 億日元、六項建設項目的第一次日元貸款協定。 二、第

二次日元貸款（1984 年至 1989 年） 第二次日元貸款是 1984 年，日本首

相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國時，達成至 90 年間，針對中國所要求的主要 7

個建設項目，提供 4700 億日元貸款給中國。25 第一次和第二次日圓借

款的特徵是著重於為確保能源，投資內容主要放在為了將內陸的資源、

煤炭順利地運往沿海地區而興建港口和鐵路。 貳、80 年代對中 ODA 在

中日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穩定中日關係，促進中國現代化的推

手 中國推動現代化的過程中，若無日本提供資金與技術的援助，恐會發

生嚴重的通貨膨脹等的負面經濟影響，進而造成中國大陸社會的動盪與

不安。如此一來，不僅無法維持中日關係的穩定，且將危及日本的國家

安全。26 （二） 搭起中日兩國經貿互利的橋樑 中國在推行四個現代化

需要日本大量的資金與技術協助；日本在 70 年代遭逢石油危機後，基

於能源安全需求與擴大海外市場的需要上，需要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

在彼此相互需求的情況下，日本的對中 ODA 正好搭起 80 年代中日貿易

雙向溝通的橋樑。27 （三） 緩和中日關係的摩擦 80 年代的中日關係雖

然順利發展，但在 1981 年的「寶鋼合同變更問題」、1982 年的「教科

書問題」、1985 年的「參拜靖國神社問題」、1987 年的「光華寮問題」

等涉及到貿易、歷史、台灣等問題上發生摩擦。對中 ODA 就成為具有

緩和中日緊張關係的協調功能。 第五章 90 年代日本對中國 ODA 政策 

第一節 90 年代對中國提供 ODA 的動機 壹、實現政治大國的目的 隨著

冷戰的終結，日本決策層根據內外的形式變化及日本自身的力量，全面

調整外交戰略以爭取在國際秩序中有利的地位，進而實現「政治大國」

的戰略目標。日本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有三個目標，一、擺脫追隨美國的

外交策略，強化自身的外交自主性；二、改變戰後低姿態外交，在對外

關係上採取既協調也對抗，樹立起大國的形象；三、修正目前對美過分

依靠的外交策略，提昇對亞洲國家的依存度，最後實現「脫美入亞」成



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國。28 貳、經濟上的需求 發展與中國的經

濟關係是日本的戰略需求。中日經濟在亞洲佔有重要的位置，在維護亞

洲的穩定與繁榮上，中日兩國有共同的戰略利益。日本為深化中日間的

經濟交流、確保對中國的地緣經濟優勢和日本的消費市場，其具體的措

施便是繼續沿革 80 年代的對中國的 ODA 政策，來穩固中國這塊廣大的

市場，並繼續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29 日本政府認為，一個保持改革開

放的中國，符合日本的戰略利益；若中國經濟改革失敗，失去協調和維

持秩序的能力而陷於混亂、社會動盪、難民湧出，則將直接危及日本及

衝擊東亞的穩定。 參、基於安全上的利益 中日兩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

的增加，有利於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從而有利於日本自身的安全。

在安全問題上日本為減少與中國彼此的誤判，降低相互威脅的可能性，

除了加強雙方的對話之外，必須更加強化彼此之間經貿的相互合作。並

且，日本藉由與中國強化經貿合作關係，可平衡被認為過度向美傾斜的

對美外交政策，進而在政治與安全面上對中美兩國爭取更大的自主權空

間。30 因此，日本 90 年代對中的 ODA 政策有拉攏中國來牽制美國的亞

太戰略政策的意味，唯一能讓中日緊密合作而產生交集點的便是日本繼

續提供政府開發援助給中國。 肆、國際局勢使然 1990 年前後，國際局

勢發生劇烈變化。美蘇兩國結束冷戰，蘇聯東歐等共產主義國家相繼解

體，蘇聯已不是遠東區最主要的威脅國家，國際局勢逐漸朝向多極化的

發展。進入 90 年代，日本伴隨著國力與國際地位的改變，而逐漸改變

外交方面的策略。冷戰後日本挾著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優

勢，漸漸打破以往只在美日安保條約下追求經濟發展的路線，希望在經

濟發展的領域之外，能成為替國際社會做出具體貢獻的大國。日本為履

行對國際社會的「角色和責任」，從而加重對東亞國家的援助力度，對

中國的 ODA 政策不僅於經濟層面，包含安全保障的政治層面也應積極

努力做出貢獻。31 第二節 90 年代對中 ODA 與中日關係 壹、90 年代兩

次的日圓貸款與特徵 一、第三次日圓貸款（1990 年到 1995 年） 第三次

日圓貸款是 1988 年竹下首相訪問中國時所決定的，中日達成日本提供

中國 8100 億日圓貸款、協助中國完成 42 項建設工程。 二、第四次日圓

貸款（1996 年到 2000 年） 第四次日圓貸款是在村山富市首相訪問中國

時，決定到 2000 年度提供中國總金額 9700 億日圓，68 項建設項目的日

圓貸款。 相對於第一、第二次日圓貸款著重於為確保能源，主要開發地

區為沿海地區，第三次日圓貸款內容多樣化，逐漸增加往內陸投資開發

的項目。第四次日圓貸款的特徵是，援助的建設項目大都著重於大氣污

染的對策、水質污染的對策、造林工程等的環保建設項目、以及內陸西

部的開發等有關環保及內陸的開發案件。 貳、日本 90 年對中 ODA 在中

日關係中的角色功能 （一）突顯日本對中國政策的兩面性 日本對中政

策的兩面性乃是堅持與中國進行合作的同時，又對中國加以防範。合作

即在經濟、政治、外交等各種領域上，與中國交往合作，支持中國走向

現代化和贊成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發揮作用。防範即是同中國交往的同

時，透過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手段來影響並控制中國，防止

中國快速發展，限制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昇和影響力。32 日本對中國的

兩面性策略當中，對中 ODA 就成了日本與中共加強建設夥伴的最佳利

器。日本非但承諾在 1996 年至 1998 年的三年期間將繼續提供中國總額



5800 億日圓的第四次日圓貸款，更在中國宣佈暫停核子試爆後，解除因

核子試爆而凍結的無償經濟援助。對日本來說，在軍事戰略上與擁有核

武的中國保持可預測的正常交往乃其安全保障的重要因素之一。33 

（二）用對中 ODA 來影響中國的政經發展 1992 年 6 月 30 日，宮澤內閣

發表 ODA 大綱，提出實施 ODA 的四原則，將非經濟性的軍費開支、軍

火出口和民主、人權等因素做為今後提供 ODA 的原則性參數，強化了

ODA 的政治性色彩，使援助性的經濟行為服從於國家意識型態的價值標

準。34 這四項原則雖然不是針對中國，但在對中國實施援助時，日本確

實依照此四原則來實施對中國的 ODA，日本的 ODA 四原則在某種程度

上是具有附加條件的特質。 第三節 80 年代與 90 年代對中 ODA 的比較 

壹、援助金額與項目的變化 一、援助金額的改變 表 5－2 日本對中國援

助金額的演變（1979 年~1999 年） 單位：億美元 年 別 贈 與 貸 款 合 計 

無償資金合作 技術合作 小計 1979~1989 小計 2.74. 4.54 7.28 32.59 39.87 

1990~1999 小計 5.43 24.91 30.34 73.53 103.87 1979~1999 總計 8.17 29.45 

37.62 106.12 143.74 資料來源：參照柯玉枝，《當前日本對中共 ODA 政

策轉變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12 期，2000 年 12 月），

頁 31。 由上表可看出 1979 年到 1999 年，日本政府總共對中國提供

143.74 億美元的援助，其中日圓貸款占 106.12 億美元，贈與 37.62 億美

元，包括無償援助 8.17 億美元，技術合作 29.45 億美元。在整個 80 年代

（1979~1989）中，日本總計對中國提供 39.87 億美元的雙邊援助，其中

32.59 億美元為有償的日圓貸款，約占 81.7﹪，技術合作項目 4.54 億美

元，占 11.4﹪，無償資金合作項目則為 2.74 億美元，占 6.9﹪。到了 90

年代（1990~1999）年間的援助實績為 103.87 億美元，約為 80 年代的 2.6

倍，在日圓貸款方面，90 年代為 80 年代的 2.26 倍，總金額高達 73.53

億美元，無償援助方面 90 年代為 80 年代的 4.17 倍，總金額為 30.34 億

美元，技術援助成長 5 倍，金額為 24.91 億美元，無償資金援助項目成

長 2 倍，總金額為 5.42 億美元。因此，90 年代的對中 ODA 在金額數上

比 80 年代的 ODA 有顯著的成長。 二、援助項目的變化 80 年代日本對

中國 ODA 的援助項目主要是集中在基礎建設設施項目上，諸如道路、

橋樑、鐵路、港口、機場、水壩、電廠等以中國經濟基礎建設為重點的

設施。90 年代日本開始改變以中國的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援建對象

的方針，主要的援建項目增加各地化學工廠、水利及火力發電廠、電話

電信網等建設工程。35 貳、提供 ODA 方式的改變 80 年代日本對中國

ODA 的提供方式是採用 5~6 年決定一次的「多年度方式」型態來實施；

進入 90 年代後，圍繞第四次對中日圓貸款的談判中，日本提出把過去

5~6 年決定一次的「多年度方式」改為一年決定一次的「單年度方

式」。 參、對中經援政治化 日本對中國 ODA 外交，在 80 年代日本對

中國的 ODA 採取的是「政經分離」原則，盡量避免貿易與經濟協助扯

上關係。天安門事件、ODA 大綱四原則、95 年中國強行進行核子試

爆、96 年的台海軍演等事件後，90 年代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已經附

上濃厚的政治性色彩，可直接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36 冷戰後，日本在

對中國的援助上，日本政府表現出一種欲以經濟援助來牽制中國的國防

政策的傾向。日本政府以其 ODA 大綱的第三條原則為由，把對中 ODA

與中國的核試驗、軍費支出、武器輸入狀況等掛鉤起來。日本對中國的



經濟高度成長起戒心，因而在對中國提供第四次日圓貸款時，希望能透

過這次的貸款，將中國導引成為日本所希望的中國發展速度指針，同時

強調，今後對中的日圓貸款必須考量到中日兩國經濟力量的平衡問題。

37 第六章 結論 壹、日本對中國 ODA 的特色 綜觀本文，筆者將日本對

中國 ODA 的特色整理如下： 一、大平三原則 針對中國量身制訂的大平

三原則，在日本所有對外援助的受援國中，最為特殊的條款。當中參雜

複雜的日本對東亞、蘇聯以及歐美的外交國際的政治考量，並非只是單

純的兩國外交行為，相對地削弱日本對中國政策的主體性。因此，日本

在決定對中 ODA 時，國際環境因素往往會牽引日本的對中政策走向。 

二、內容與目的不同於其他受援國家 有別於東南亞國家以輸出導向為原

則，日本對中 ODA 是以改善中國的民生環境、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為

目的。因此在援助內容上以日圓貸款為主，相較於其他日本的受援國，

具有援助金額規龐大、數量多、時間早、條件優惠等特色。 三、日本對

中 ODA 等同於對中國的戰爭賠償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給中國代來莫大

的苦難，戰爭終結後中國並沒有對日提出賠償訴求。因而日本現今有許

多官員和民間普遍認為應將把對中國實施 ODA，視為等同於代替對中國

戰爭賠償的賠償行為。從這可理解到日本在對中國 ODA 政策上，在某

種程度是反應普遍日本國內對中國的補償心理。此外，日本在對中國實

施 ODA 政策時，其實也隱含欲藉由對中 ODA 政策，來改變中國對日本

二次大戰時的軍國主義形象，並期許能對中國政府與人民建立一種全新

友好的對日形象。但從對中 ODA 實施的效果看來，中國政府與人民對

日本依然存在很深的反日情結。日本在此點的對中 ODA 政策目標上，

可謂是失敗的。 四、「政經分離」下的日本 80 年代對中 ODA 政策 儘

管中日間在 80 年代對台灣及中日歷史問題上，存在著頗大的歧異，但

在日本對中國採取政經分離的交往原則與中日經濟彼此相互依存度高的

現實情況下，即便天安門事件後，日本也極不願意長期配合歐美對中國

採取孤立政策，從而率先解除凍結對中的日圓貸款。在政治與經濟雙軌

的對中政策下，構成 80 年代日本對中國 ODA 的特殊性。 五、參雜濃厚

政治性色彩的 90 年代對中 ODA 政策 日本於 1992 年所提出的 ODA 四原

則，雖然非針對中國，但日本確實在對中國 ODA 上，施予某種程度的

附加條件，並欲藉此來影響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如中國的核子試

爆、台海的軍事演習，日本藉凍結部份的無償貸款以抗議中國的行徑來

看，雖然對中 ODA 延續 80 年代政經分離政策，但進入 90 年代後，逐

漸蒙上欲藉對中 ODA 來影響中國發展的政治色彩。 六、中日關係的緩

和劑 中日兩國建交後，在各種議題上存在著諸多的分歧。特別是在台灣

問題與歷史問題上曾發生嚴重的摩擦。從過去五次的對中 ODA 決策過

程中可了解到，每當中日關係陷入低潮時，日本對中 ODA 政策便擔任

兩國溝通的橋樑。在未來日本對中國政策的防範與合作面上，對中 ODA

政策在合作面上，依然持續扮演重要的角色功能。 貳、對中 ODA 的展

望 中國和日本雖然在諸多議題上認知分歧而產生摩擦和衝突，但 21 世

紀日本對外援助政策中，持續對中國實施 ODA 仍是中日關係的外交重

點。日本雖然對日漸崛起的「強大中國」深具戒心；但日本對「脆弱的

中國」也抱著極大的憂慮。日本害怕「後鄧時期的中國」會出現動亂，

出現難民潮間接對日本形成威脅，從而喪失日本在中國的利益。中國的



改革開放已成為時勢所趨的世界潮流，日本身為東亞國家的一員，有責

任扮演幫助中國達成現代化的目標的角色。對日本經濟來說，最期待就

是中國經濟的安定發展，並成為巨大的市場。為此，在中國的經濟改革

上，日本的對中 ODA 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雖然日本國內現今對日本

繼續提供中國 ODA 持反對意見的聲浪眾多，但日本對中 ODA 是具有協

助與抑制中國發展的意味。也就是說日本的對中 ODA，跟美國柯林頓政

府主政時期對中國採取「預防性防禦」（preventive defense）戰略目標上

是一致的。22 因此，吾人認為今後 21 世紀日本將持續對中國實施 ODA

政策。其所持的觀點有下列四點。 一、 防範中國成為威脅東亞的不安

的因素。 日本近年國內經濟環境條件不如以往，財政赤字逐年升高，再

加上中國的高經濟成長與逐年的擴大軍事預算，給東亞各國帶來相當不

安的疑慮。所以日本將持續關心中國的發展，並在對中 ODA 項目上，

嚴密監督中國將日本對中 ODA 的款項，是否挪用於擴張軍備，進而引

起東亞各國的不安。藉此達到保障日本自身的安全以防範中國的武力威

脅。 二、 朝邁向政治大國的目標挺進。 日本雖在 90 年代逐漸擺脫「經

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但在國際的政治議題上，日本所能伸展的

舞台空間其實有限。日本在 21 紀的國際舞台上，如果沒有中國的協

助，則難以發揮日本在國際政治上的角色。譬如北韓發展核武問題上，

日本希望中國能在此議題上，來調解日、韓之間的摩擦。因此，對中國

繼續提供 ODA 仍是取得中國信任，建立足以抗衡西方的國際政治夥伴

關係，進而增加對美國的政治談判籌碼。 三、 利用對中 ODA 政策來取

得主導中國市場的地位。 中國加入 WTO 之後，其巨大的經濟市場對東

亞週邊國家逐漸產生磁吸作用，中國有將取代歐美各國，成為世界級工

廠的趨勢。向來以經濟動物著稱的日本，自然不會放棄這廣大的商機。

日本對中國實施 ODA，可以比任何歐美各國家來為日本企業在中國取得

有利的位置，有助於提升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競爭力，進而取得世界工廠

的主導地位。 四、 作為緩和中日關係衝突的潤滑劑 中日兩國自 1979 年

建交以來，在諸多議題上曾發生多次的爭端。日方為打破僵局，往往利

用對中實施 ODA 來緩和中日間的緊張關係；而中國在考量日本對中國

的利益上，也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可以說，21 世紀日本對中的 ODA

將繼續在中日關係上扮演中日間溝通的橋樑。今後，日本將延續此一模

式，來解決中日間爾後所發生的紛爭與衝突。 從上述四點來看，日本的

對中 ODA 政策，將持續 90 年代防範與合作相互交替的型態進行。日本

著眼於東亞的利益和維護自身的海上生命線的立場，穩定與中國發展關

係就非常重要。 參、結語與心得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同處儒

漢文化的薰陶，有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日本雖然曾在 19 紀末擊敗中

國取得東亞的領導權，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佔領下實施非軍

事化與民主化後，其東亞領導權又逐漸回到中國的手上。兩千多年來，

中日兩國為爭奪「華夷正朔」的道統，不惜數次大興干戈、血流成河、

生靈塗炭，其目的為的就是一個「王道」。中日兩國為了這個道統，雙

方皆付出慘痛的代價。然而歷史是一個循環，人類是容易遺忘的動物，

不知記取歷史教訓，中日間的紛爭也不會因二戰結束而消失。只不過中

日之間現在盡量避免再次升高衝突、延後兵戎相見的時間罷了。 日本雖

已成為經濟大國，但日本不會就此與予滿足。21 世紀對日本而言，取得



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國席次，成為能與歐美各國平起平坐的政治大國是

日本的首要目標。然而在現階段過程中，取得中國的信任和支援是不可

或缺的。當中，日本對中國 ODA 就成為日本極具重要的對中外交政策

的一環。日本深怕自身對中國的援助，加速中國成為軍事大國的腳步，

因此在 21 世紀對中國的 ODA 政策上，做了某種程度的修正，以因應加

速變革中的中國大陸。 對中國而言，中國對日本是否借助中國成為政治

大國之後，會變成走向軍國主義，成為威脅東亞的軍事大國這一點上深

具戒心。儘管如此，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經濟主體，東亞的軍事強權這

一趨勢是無庸置疑的。日本對中國的 ODA 政策在未來的中日關係上能

施展多大的力道，是值得注意觀察的。 最後、日本在未與中國建交前，

有一段長時間中日民間經濟外交的歷史。這段歷史經驗吾人認為台灣可

依循此模式，逐漸擴大台日間的民間經濟交流，最後達到全面更高實質

的政治交流。日本以經濟促使中日建交的模式，足可讓台灣參考其實行

的可能性。  

摘要

(英) 

This thesis elaborates on the postwar (World War II)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arting from their civil economic diplomacy to their 

formal diplomacy, and concludes that Japan’s ODA (Official Department 

Assistant) to China was started from 1979. Prior to 1979, Japan’s assistant to 

China was restricted to civi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ccording to 

Japanese official statistics, from 1979 to 2000, the amount of ODA from Japan to 

China was nearly 3 million million yen. Aft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were formalized,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munications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s far as economy is concerned,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market after joining WTO and invited a great deal of 

investment from Eastern Asia.   As far as politics is concerned, China has 

become a country that can politically compare with America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s far as military affairs are concerned, China has become a military 

power that could lead Eastern Asia and challenge America’s naval power on 

West Pacific. After experienc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was facing 

badly depressed economy and split political statu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how could China become a power not only economically but also militarily? What 

role did ODA from Japan to China pla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esides, is there any relation between ODA from Japan to China and the recently 

controversial “theory of Chinese Threat?” Would ODA from Japan to China 

accelerate China’s development and have som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Japan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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