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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日本的新保守主義於 1970 年代興起，冷戰結束後，隨著國內和國際情勢變

化，新保守主義成為日本政壇的主流思潮。新保守主義重視的是國家利

益，主張日本應提高其國際地位，追求與國家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領導。

日本的新保守主義已呈現法制化和政策化的趨勢，冷戰後國際安全出現重

大改變，在北韓核武威脅以及中國崛起的挑戰下，促使美日兩國重新調整

合作關係。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日本配合美國全球反恐，調整自衛隊的

角色與功能，謀求更自主性的防衛政策；日本並因應美國亞太軍力的調

整，強化日美同盟與軍事合作，並企圖進行修憲提高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

綜合力量以發揮國際作用。 日本在 1957 年提出「聯合國中心主義」之

時，重返國際社會就為最大的目標，日本正積極的爭取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提供適切的國際貢獻用以爭取日本在國際舞臺上的地

位，朝向普通國家邁進。日本外交政策和防衛政策的調整，勢必對於區域

情勢造成影響。 本研究試從個人、國家和國際三種層次，深入分析日本新

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在國家政治和國家行為的表現與影響，進而探討保

守色彩濃厚的國家政策對區域情勢的影響。由於日本政治走向攸關東亞地

區的安全環境，也影響與亞洲鄰國間的外交關係，對於身處其中的台灣而

言，實為一道重要的研究課題。  

摘

要

(英) 

Neo-conservatism of Japan was prospering in seventieth age of twentieth century. 

After the Cold Wa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and national circumstances, Neo-

conservatism grew up rapidly to be main stream of the political circles.Neo-

conservatism would chase after the national benefits. It advocated to enhance 

Japan’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and sought for political leadership which was 

proportioned to its economical power.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ad significantly 

changed after the Cold War. Under the nuclear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and the 

challenge from progressive China, it was inevitable for these two countries, America 

and Japan, to reshape their alliance.After 9/11 terrorist attacks, Japan realigned the 

role of Self-Defense Forces to obtain a more independent defense-policy in order to 

ordinate the US anti-terrorist operations.Japan had strengthened U.S.-Japan alliance 

and close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U.S. forces realignment, and enhanced Japan’s 

national power, including the military power to cater for the adjustment of safety in 

Asia. As Japan proposed a U.N. orientation for the world in 1957, re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 the ultimate aim.Japan optimistically strove to become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t supplied 

appropriate contributions to w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a and 

fought to be the Ordinary Country. However, Japan’s diplomatic policy and 

defense-policy adjustment will certainly influence the regional condition. My 

research from individual level, domestic leve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deeply analyzes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of Japan, national politics,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act 



and influence, then further explore conservative obviously national policy which 

affects the regional condition.The directions of Japan’s politics is heading for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and it affects the diplomacy relationship among Asia-

Pacific countries; therefore, it is the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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