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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1949 年中國國民黨執政之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退敗播遷臺灣，兩岸分

治，亦開啟臺日關係新頁。1952 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二戰後用以講和

之《中日和平條約》，臺灣從過去的殖民地搖身一變成為「正常邦交國」

地位。然於 1972 年，日本有鑑於美國與中國和解在先，中共且於 1971 年

被聯合國認可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乃決定與中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

交；從此在尊重並理解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與臺灣維持民間／準官方的往

來，此一模式被政治學者稱之為「七二年體制」。 然臺日關係不僅在因為

歷史上殖民從屬關係愈顯親密，臺灣的戰略位置更深深牽動著日本在東亞

的經濟及安全。因此，若臺、日未有更為穩固的外交關係為基石，其它方

面的關係發展都難以真正紮根落實，永遠會隨著關係的起伏而起伏。從目

前桎梏著臺日關係發展的「七二年體制」談起，了解 1972 年臺日斷交後

37 年間，在此一體制之下的關係如何發展，遇著如何限制，乃至於臺灣的

應變或者第三國的介入及影響等。並試圖在臺日關係歷史演變中分析出日

本對臺政策之特色，鑑此，臺灣如何發展出對日關係的新可能。而在經過

二次政黨輪替、政治世代交替之後，臺灣能否在過去和現在都遭逢諸多外

部因素干擾下的對日經驗裡，找到一條既不會挑起紛爭又能同時讓臺日關

係更進一步的路，亦是本論文文探明的目標。  

摘

要

(英) 

In 1949, the KMT government was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moved 

to Taiwan. China was ruled separately by two sovereign states. Taiwan-Japan 

relations were also influenced. Taiwan became Japan’s “diplomatic ally”, not a 

Japanese colony anymore. In 1952,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was signed by KMT government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US government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PRC in 1972. PRC 

was admit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1971. Therefore, Japanese government broke the diplomatic tie 

with Taiwan government, and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 with PRC. Under the “One 

China policy”, Japan maintained a quasi-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Taiwan. 

Politics scholars called it “1972 System”. Besides the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by Japan, the geostrategic position of Taiwan has a great impact on 

Jap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Hence, there 

should be stro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s the keystone to 

stabil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1972 System which shackles the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its history, 

development, impact and constraints on Taiwan-Japan relations since the break off of 

Taiwan(Roc)-Japan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2.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evolvement of Japan’s Taiwan policy along with the history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and the prospective possibilities for Taiwan’s Japan polic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ill try to figure out if Taiwan will be able to find out a way to stabilize 



and to reinforce the Taiwan-Japan relations from disturbances after the second 

political power transfer and political generation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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