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0 年代至 1972 年日台斷交之間的台灣政策
第一節

池田內閣的台灣政策

池田勇人在 1960 年 7 月 19 日，接任因安保修訂導發國內混亂而辭職的岸內
閣，成立了新內閣。雖然池田出身於「吉田學校」，繼承保守黨本流，但他認為
國民生活的安定和經濟水準的提高，才是保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前提，展開徹底的
經濟優先政策。同時他為了把人民的關心從安保等的政治問題轉換成經濟，提倡
，並標榜「低姿勢」與「寬容與忍耐」處理國政。他從 1960 年
「所得倍增政策1」
7 月至 1964 年 11 月共組織三次內閣。2
池田勇人剛初任首相時，雖沒岸信介那麼反共，但對中共政策是採取不積極
的態度。在 7 月 19 日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池田就說「關於對中共政策，沒有
必要一定要和美國採取同樣態度，我從 6、7 年前就表示要與中共友好相處。可
是不容易做。外交不只是中共政策，首先重要的是要提昇自由主義國家群的信
賴。為了如此要把日本的內政變好。必須成為被自由主義國家信賴的同時，要成
為不會被中共看低而被操作的國家。……常聽說對中共要靜觀，但是關於經濟、
文化的交流現在也想儘量做。」3 在 1960 年 10 月的臨時國會的施政演說中，池
田又說「根據和平外交的本旨，對於共產主義各國，也要盡可能增進友好關係。
對於中國大陸的關係，要以相互尊重立場，根據不干涉內政為原則，逐步進行改
善比較好。特別是過去，在中斷狀態的日『中』貿易的重新恢復是我原本就歡迎
的。」4 這種池田對「中國問題」消極的態度到 1961 年產生變化。在 1961 年 1
月的國會上他說「和起至蘇聯的共產圈諸國增進友好關係，尤其企圖改善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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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極為重要。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特別是增進貿易是我國歡迎的，向這個方
向努力，將是本年我們的一個課題。」5 顯示池田的態度稍微變積極。1961 年 4
月 10 日，池田內閣撤廢對中共的以貨易貨制度，具體採取促進日「中」貿易的
行動。
1961 年 3 月係由當時日本外務省美國局參事官所擬定的「日本的中國政策」
6

為題的文件，秘密檢討在維持和台灣邦交的情況之下逐步承認中共的可能性。文

件指出，中國政策的長期目標是「為了力圖日本國際環境的安定化」，揭示與中
台均有邦交關係的概念，但是因為兩國均否定對方政府的存在，因此公開活動相
當困難，所以將此項外交對策定位為「沈默的外交（Quiet diplomacy）」，具體的
戰略是與中共擴大人員的交流，看情勢與中共簽定政府間貿易協定等，事實上等
於是累積承認中共的關係，同時這也意味著日本建立與「兩個中國」關係。顯示
日本當時企圖尋找「兩個中國」的路線，採取不同於美國的立場。
當時，在聯合國裡關於積極地被討論，1960 年代所謂的「擱置案」已無法迴
避「中國代表權問題」，於是 1960 年美國和日本開始提出「重要事項之議案」。7
1961 年 1 月，甘迺迪（John F. Kennedy）出任美國總統。甘迺迪及其幕僚擔任政
權之前就針對中共承認及台灣防衛問題，暗示「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
台灣」的構想。8 日本認為美國的「中國政策」將會有變動。因此，日本執政黨
的自民黨也開始摸索「中國問題」之解決。1961 年 5 月，自民黨政務調查會中國
問題小委員會（小委員長松本俊一）提出的中間報告書中主張「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時機尚早，關於兩個中國論也因會惡化（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國民政
府的友好關係所以必須慎重。關於包含澎湖島的台灣歸屬在國際上尚未決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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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對其歸屬沒有資格直接發言，但不管如何，反對會帶給日本及極東之安全和和
平威脅的歸屬方式，或是被共產圈吸收的歸屬方式。」9
根據上述自民黨的意向，6 月小坂善太郎外相赴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
（Dean Rusk）會談時，提出所謂「繼承國家論」。所謂「繼承國家」方式是把台
北政府與北京政府雙方都視為聯合國的原加盟國家「中華民國」的後繼國家，台
北政府直接繼承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議席。一方北京政府也分割繼承「中
華民國」的大會議席。10 魯斯克對此案表示興趣，但沒得到當時國際的肯定。1998
年公布的日本外交檔案顯示池田勇人於訪美時，曾向甘迺迪總統建議讓中共加入
聯合國，但遭到甘迺迪總統的消極回應。11 因此，日本只能繼續靠「政經分離」
的方式與中共保持關係。
1960 年代北京政府也因國內的需求，欲與日本恢復貿易關係。因此，周恩來
在 1960 年 8 月，接著「政治 3 原則」發表「貿易 3 原則」。12 即（1）政府間之
協定，（2）民間契約，（3）基於個別關照之貿易。試圖恢復貿易關係。主要結果
有，1962 年 11 月 9 日，北京代表的廖承志與日方代表高碕達之助以個人名義簽
，雖
署的「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
，即「LT 貿易協定」13。此「LT 貿易協定」
表面上是民間貿易協定，但背後有日本政府的存在。因此，周恩來曾說此協定是
「半官方」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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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8 月 24 日，池田內閣在日本輸出入銀行以利息提高到年率 6％的條
件下，批准以長期延期付款的方式，由倉敷紡織公司，向北京政府輸出成套維尼
龍工廠設備。15 這個決定是戰後日本與北京政府之間的經濟關係上的一大突破。
日本輸出入銀行屬於日本政府的國家金融機構，此行為已超過民間貿易的範圍。
果然，台北政府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停止進行。張群總統府秘書長還
兩次向日本駐台北大使木村四七郎轉達蔣介石要求阻止這項契約的意向。蔣介石
本身也在 8 月 22 日打電報給吉田茂，要求阻止池田內閣的決定。張群也要求岸
信介等人出面干預。池田首相認為這項契約「是依照政經分離原則的貿易」，拒
絕台北方面的要求。9 月 19 日，池田會見美國赫斯特報系的總編輯等人時，又直
接表示「中共在 3、5 年內不會變化。台灣的反攻大陸政策，沒有事實的依據，
近乎幻想。」16
台北政府對池田的態度非常不滿，故於 9 月 21 日召回駐日大使張厲生。台
北方面甚至強硬出現「對於日本對中共提供經濟援助，應有不惜斷絕邦交之決心
，更使日台關
去面臨。」17的主張。日台關係正在緊張時又發生了「周鴻慶事件」
係惡化。
所謂「周鴻慶事件」是，1963 年 10 月 7 日，中共「油壓機器訪問團」的翻
譯員周鴻慶在回大陸前，逃進蘇聯大使館請求保護，之後蘇聯大使館交給日本當
局。周鴻慶首先要求要去台灣，如果不行，希望能留在日本。但是，後來一再改
變說法，到 10 月 23 日又主張要回大陸。日本遵從周鴻慶的意志在 1964 年 1 月 9
日遣返大陸。18 之間因台北方面得知周鴻慶希望到台灣，要求日本交人。台北方
面覺得日本讓中共特務與周鴻慶多次見面，導致周鴻慶受洗腦所以突然改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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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願意返回中國大陸，最後將周鴻慶遣返大陸。
因上述的向中共輸出成套維尼龍工廠設備的問題，已引起台北方面很大的反
抗，再加上此次「周鴻慶事件」的日本態度過度激怒台北方面。1 月 10 日，台北
政府發表的抗議聲明中指出，日本於 1962 年 11 月與中共簽訂五年民間貿易備忘
錄，1963 年 8 月，日本政府批准由日本輸出入銀行提供保證售給中共維尼龍工廠
設備，此次周鴻慶事件發生後，台北當局僅對日本要求保障一個中國人之生命與
自由，而日本政府竟不予理會，將周鴻慶強制遣返中國大陸。而中華民國於日本
戰敗投降當時將在中國之二百萬日軍俘虜和日本僑民全數平安遣返日本，但日本
卻連保障一個中國人之生命和自由都做不到，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罔顧人道。台北
政府及人民以及海外同胞對日本政府種種親共行為深感遺憾。若日本政府繼續採
取媚共親共政策，日本必將被赤化。台北政府一再對日本政府提出嚴重警告和抗
議，促其儘速覺醒，要求徹底澄清對華政策，若日本繼續其媚共親共政策，今後
中日關係上可能產生嚴重後果。19 台北政府將駐日大使館員幾乎全部召回，並決
定暫停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對日採購。20

當時日本駐台大使館還遭群眾襲

擊。11 月 17 日，台灣的學生還展開「五不運動」
：不買日貨，不看日本電影，不
聽日本音樂，不閱日本書刊，不聽日本話。21
吉田茂（前首相）為了修復複雜化的日台關係，1964 年 2 月 23 日，受池田
總理與大平正芳外相的要求以個人身份訪台。經過蔣介石•吉田茂三次會議決
定，堅持政治上的反共政策，透過中日合作促進委員會加深經濟交流，由兩國外
相會議強化合作。在訪台中，吉田提到三點。第一，關於「台灣王道樂土」論。
「台灣王道樂土」論指的是，反攻大陸之路是，讓台灣作為自由中國的櫥窗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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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中國課監修，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東京：霞山會，1998 年，頁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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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中國人吹入自由主義之風並吸引他們，讓中共變質。吉田主張長期來看此方
法才是上策。但是，此方法對蔣介石的立場來說是不可能的。第二是，吉田由本
文曾提過的他獨特的中國觀說，必須使中共從蘇聯隔離讓中共變成能與自由主義
一起行動的國家。同時提到「中共政府與中國人民是不同的」「與中共進行經濟
關係也不會強大化中共政府。」 蔣介石對此問題以中共崩潰論反駁不退讓信念。
第三，吉田在與副總統陳誠會談時，引導出陳誠的下一方值得注目的談話。陳誠
說：「與中共對決使用軍事力是最後的問題，當前應把重點放在政治經濟問題穩
定國民生活是先決的。」 因此日方案是為了對抗中共的威脅暗示提供國府借款
與經濟協力。22 從吉田提的三點得知吉田仍然抱著擔任首相當時的「兩個中國」
構想，並利用此機會試探台北方面的想法，但結果還是被拒絕了。
吉田茂返國之後，幾度致函張群秘書長，做出數項保證。此些信函被稱為「第
二次吉田書簡」。一般認為吉田書簡是以 4 月 4 日及 5 月 7 日所構成。目前日本
方面雖還沒有公開 4 月 4 日之信函，但在第 17 次公開的日本外交檔案中包含 3
月 30 日與 5 月 7 日之信函。5 月 7 日之信函23中吉田寫：池田總理的意向是，一、
關於對中共輸出機械設備之融資，純粹以民間立場之事，願朝貴意加以研究。二、
總之本年（1964 年）中，不考慮批准大日本紡織透過日本輸出入銀行對中共輸出
維尼龍成套設備。
關於 3 月 30 日之信函24之開頭與所謂 4 月 4 日之信函類似之處。首先吉田寫
說「3 月 4 日之大函已拜讀。」再來寫到對於訪台時的招待以及得到機會長時間
與台灣方面會談的謝詞，然後說「關於寄來的會議錄等以後再談。最後談到關於
對中共輸出機械設備之融資之問題及大平外相訪台之事。並沒有提到所謂 4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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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藤瀋吉，前引書，頁 151。
日本外交檔案，A’-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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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信函中的關於「中共對策要綱案」25之事。之後 4 月 10 日張群致吉田的回函
26

中有提到吉田的 3 月 10 日及 20 日之信函，並沒提到 4 月 4 日之信函，也沒提

到關於「中共對策要綱案」之事。關於「蔣介石秘錄」
（日文版）中所寫的 4 月 4
日之吉田信函內容，張群在其著作「我與日本 70 年」中也有提到並對關於其內
容沒有否認。27 以下是『蔣總統秘錄第十五冊』中的 4 月 4 日之信函內容：

「岳軍先生（張群之號）：曾奉上一函，諒已收悉。

3月4日

之大函及會議記錄（吉田—蔣會議）以及中共對策要綱案均已收悉！第三次會議記錄，鄙人
之談話中，印度係印尼之誤，請予訂正。其餘均確實無誤。特此奉覆。」

28

張群也說過關於 4 月 4 日之「吉田書簡」
，
「吉田曾經說過，那個函件係由外務省
起草，經由池田首相核定後，才由他具名，所以毋寧應稱之為池田書簡。」29此
信函所提到的「中共對策要綱案」內容是：
一、

欲使大陸六億民眾與自由國家和平共存，並與自由國家擴大貿易，

對世界和平與繁榮有貢獻，必須解放現在共產主義控制下之中國大陸民
眾，使其參加自由國家陣營，至為重要。
二、

基於上述之目的，日本、中華民國應具體提攜合作，實現兩國之和

平與繁榮，向中國大陸之民眾顯示自由主義制度之楷模，藉使大陸民眾
唾棄共產主義，誘導中國民眾驅逐在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
三、

中華民國政府根據中國大陸內部之情勢及其他世界局勢之變化，以

客觀的判斷，認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反攻大陸政策，確能成功時，
25

「中共對策要綱案」是 1964 年 2 月 26 日，在日本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的官邸舉行雞尾酒會時，
張群與吉田在另一房間協商，將此次達成協議事項寫成書簡文件。翌日，經蔣介石修改原案後，
中華民國加以確認，並於吉田回國之前交給他，吉田對此表示同意並加以確認。サンケイ新聞
社編，前引書，頁 163。
26
日本外交檔案，A’-0395，
「吉田元総理・張群秘書長との間の往復書簡」
， No.0528-0530，1964
年 4 月 10 日。
27
張群，我與日本 70 年，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0 年，頁 211。
28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前引書，頁 165。
29
張群，前引書，頁 210。
56

日本不反對反攻大陸，并予以精神上、道義上之支持。
四、

日本反對所謂兩個中國之構想。

五、

日本與中國大陸之貿易，以民間貿易為限，日本政府之政策，應慎

重避免給予對中國大陸經濟援助之支持。30
從之前的吉田的「中國政策」來看，吉田一直懷有「兩個中國」之構想，不太可
能同意此案，但是從 1964 年當時的日台關係之情況，吉田不得不安撫台北政府
的情緒，也是吉田此次訪台的目的，因此有可能只做個表面上的妥協。
實際上，吉田茂訪台後，1964 年 6 月 11 日，台北當局重新任命魏道明為駐
日大使。7 月 3 日，大平正芳外相訪問台灣。並在 7 月 4 日說明日本政府的見解
「日本希望整個中國在自由世界之一邊。換言之，日本甚盼望中華民國反攻復國
成功。日本在本質上是反共的，對中華民國做精神及道義上的支持，自屬日本所
樂為。日本過去的作為，有使中華民國感到不悅者，但亦有各種不得已之原因，
並非故意如此，今後當更加注意。」31 如此，日台關係恢復正常。
關於，向中共輸出成套維尼龍工廠設備的問題，及「周鴻慶事件」引起台北
方面強烈的譴責之時，外務省國際資料部長提出「關於國民黨政府政策」32的報
告。其中表示極東不安定的根源是，因國民政府主張全中國的主權。最好的解決
方法是國民黨興起反省並拋棄大陸主權，在台灣建立理想的國家。國民黨不會反
省是，因認為美國不會拋棄台灣，抓緊美國甚麼都可以做。日本為了要給國民政
府壓力，必須先讓國民黨不要依賴日本，故疏遠與國民黨的關係。雖然他表示其
文章與「周鴻慶事件」無關，但他表示，如果日本早已採取此方法，國民黨也不
會對「周鴻慶事件」表示如此激烈的反映。

30
31
32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前引書，頁 164。
同上註，頁 171。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0064-0067，
「国民政府対策について」，1963 年，11 月 6 日。
57

1964 年 1 月 27 日法國承認中共之後，外務省研究有關基於「一個中國、一
個台灣」構想維持台灣的聯合國席位之可行性。33 同年 2 月的「關於日華關係之
若干的想法」34中討論，基於民族自決主義建設台灣的方法。
池田內閣雖然為改善日「中」關係做出努力，但是，另一方又不斷的顧忌到
美國與台北方面的反應。外務省目前公開的檔案也顯示他們認為「兩個中國」是
解決中國問題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台灣與中共雙方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的狀況
下，而且考慮到美國的主張之時，日本必須小心慎重的行動。內田健三曾對池田
的這種外交方式稱為「走鋼索外交」。35 池田雖把與中共的往來從民間關係提昇
為半官方關係，同時不斷安撫台灣，「遊走兩岸間力求平衡的外交手法」，36是當
時日本唯一能選擇的「兩個中國」政策。

33
34
35
36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94-95，
「國府問題研究課題案」，1964 年 1 月 28 日。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100-105，「日華関係に関する若干の考え方」，1964 年 2 月 13 日。
古川万太郎，前引書，頁 215。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台北：1999 年，東大圖書，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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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佐藤內閣的台灣政策

池田勇人因病辭職後，佐藤榮作於 1964 年 11 月 9 日接任首相的職位。在 1901
年出生的佐藤榮作是之前採取親台、敵視中共政策的前首相岸信介的親弟弟。同
時也與池田勇人一樣是「吉田學校」的優等生。他在吉田內閣時代擔任官房長官，
岸時代擔任過大藏大臣，在池田時代的職位是通產大臣。他的執政時間從 1964
年 11 月到 1972 年的 7 月長達 7 年 8 個月。
佐藤在上任首相數個月前的 5 月，與訪日中的大陸經濟界的大人物南漢宸國
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進行秘密會談，表示「政治與經濟必須是一體」。37 顯示
佐藤有意跨越過去的「政經分離」的原則進一步接近北京政府。佐藤原有與周恩
來會談的計畫，由於池田的辭職及佐藤就任首相，沒有實現。38 北京方面非常期
待佐藤會改善日「中」關係。
佐藤榮作在外交政策方面認為「中國問題」、日韓正常化問題、及東南亞為
中心的亞洲的民生之穩定是最重要的任務。其中關於「中國問題」，佐藤在 11 月
10 日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共問題是日本當前外交的基本問題，也是
佐藤內閣背負上的重要問題，
（但是），中國有非常大的問題。中國有兩個國家，
他們都說同樣的話。
『只有一個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能說有『兩個中國』嗎？
那才是干涉內政呢？幸或不幸，日本與國民政府有締結媾和條約。
（可是）
，蔣總
統在戰爭結束時所表示的好意，並不能約束日本國民的走向。對蔣總統是非常感
謝的，可也不能以此種感情論來處理問題。」39 接著 21 日，在國會的信念發表
演說中提示以下的對中國的基本姿勢。他說「我們政府過去，維持與中華民國政
府之間正規的外交關係的同時，與中國大陸之間，則基於政經分離的原則，在民

37
38
39

田中誠一，日中交流と自民党の領袖たち，東京：読売新聞社，1983 年，頁 28-29。
田中明彦，前引書，頁 58。
朝日新聞（日本）
，1964 年 11 月 11 日。
59

間方面繼續做貿易及其他事實上的接觸。在中共實施核子試爆的現在，我也沒考
慮改變這個基本方針，『中國問題』的重要性必須說是越來越大。我會邊考慮今
後國際情勢的變遷，慎重並認真的應付此問題。」40 從上述兩個佐藤的發言得知，
佐藤雖然認為實際上有「兩個中國」的存在，但是在兩個國家都主張只有一個中
國之時日本也不便加以干涉，所以在「不干涉內政」的情況下繼續採用與上任首
相池田一樣基於「政經分離」原則下與中共交流。可以說是從上任之前的「政經
不可分」路線的退步。
從岸信介的時代開始，已有新首相上任之後必須赴美與美國總統協調外交政
策的習慣。佐藤也仿照前例，於 1965 年 1 月第一次訪美與詹森（Johnson, Lyndon
B.）總統進行會談。試圖改善與中共關係的政府，在訪美前發表日本關於「中國
問題」的見解說「從與中國的民族上、歷史上、文化上的關係，（中略）加深與
『中國』的接觸是符合日本的利益。對於中共已經以確立的政府，統治中國大陸
的現實無法遮眼。無法只進行圍堵中共的政策。」41 準備得到美國對日本改善與
中共關係的許可。會談中佐藤曾試探日本成為美國與北京政府間橋樑的可能性，
雙方雖未明白表示，但詹森曾坦率警告佐藤，認為對中共任何讓步與妥協，都足
以構成鼓勵侵略主義的危險，間接否定了日本的構想。42 佐藤的此種想法與吉田
的構想是相同的。吉田執政當時也不斷試探美國是否同意讓日本成為橋樑改善與
北京的關係，但是與此次的佐藤同樣被美國否定，失去成立「兩個中國」的機會。
另外，佐藤問詹森是否有意保護台灣到底，詹森回答保證日本的安全，並強調美
國不會放棄台灣，對日本有意承認中國也表示否定的看法。43 因此，為了迎合美
國的政策，在與詹森總統發表的聯合公報中也承認，中國問題是對亞洲的和平與

40

41
42
43

第一次佐藤內閣國會所信表明演講，1964 年 11 月 21 日。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41121.SWJ.html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1965 年 1 月 12 日。
莊朝陽，佐藤時期對華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 年 6 月，頁 26。
日本外交檔案，01-535-1，
「第 1 回ジョンソン大統領・佐藤総理会談要旨」，1965 年 1 月 12
日。
60

安定最大影響的問題，對中國問題，日美間應該密切協商。但是，在此公報中總
統表明「關於中共對近鄰諸國家的好戰的政策及膨脹主義的壓力威脅亞洲的平安
有重大關心」。佐藤沒有迎合此話，而且還主張會繼續與中共基於政經分離的原
則進行貿易。44 顯示在這時候佐藤還是承認與中共貿易的重要性。
但是，於 12 日的晚宴中佐藤提到「我們對於中國的侵略的傾向，與美國一
樣，或是比美國感到不安。由於中國的核子試爆，我們對於中國政府的政策更加
地不放心，……我們同意，防止中國向鄰接地域以軍事力擴大勢力的美國政策。」
45

在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午餐會中也說「日本由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與美國緊緊連在一起。特別是在於鄰國大陸實施核子試爆的現在，日本國民重新
發現，也再確認此條約的意義。」46 佐藤不斷提出敵視中共的發言，並表現出追
隨美國的態度。此外，在此次的會談中由於日本為了「關於中國問題等重要政策
之變更日美間要經常聯絡」的提案，設立了事前協議的體制。47 但是此協議之後
會因「尼克森震撼」而破裂。
從美國回來之後佐藤開始採取更使日「中」關係退步的政策。2 月 6 日，橋
本登美三郎官房長官與內閣記者會團會見時提出對於第二次「吉田書簡」的看
法。橋本說「關於所謂『吉田書簡』，沒有從池田內閣交接，所以與佐藤內閣無
關。」48 結果隔二天佐藤馬上否認橋本的說法。8 日佐藤在眾院預算委員會與社
會黨石橋的對質中否認上述橋本的說法。他說「雖然不是直接，可是認為有受（吉
田書簡）拘束。吉田先生雖以個人資格提出，但是不與當時政府的方向完全不同。」
49

2 月 15 日，佐藤內閣以「吉田書簡」為藉口，阻止第二套維尼龍成套設備和貨

輪等契約的履行。並在 4 月 26 日向台北政府提供 1.5 億美元的政府貸款，使兩國
44
45
46
47
48
49

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二卷，東京；原書房，1984 年，頁 542-546。
朝日新聞（日本）
，1965 年 1 月 15 日。
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二卷，前引書，頁 547。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1965 年 1 月 14 日。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1965 年 2 月 7 日。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1965 年 2 月 9 日。
61

貿易與經濟合作方面有顯著的進展。此種佐藤的作法，使其親台反共的態度越來
越明顯。
1967 年 9 月 7 日，佐藤榮作訪台，是岸信介以來第二位首相訪台，更顯示佐
藤的親台態度。日台於 9 月 10 日發表聯合公報宣稱「兩國首長確認世界和平與
安全為兩國之主要關切，而其促進則係兩國之共同目標，兩國首長同意依照聯合
國憲章之原則努力達至此一目標。彼等並承認需進一步加強亞洲太平洋區各國間
現存之團結聯繫，以實現本區域內之和平與繁榮，兩國首長鑑於中日之間傳統友
好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日臻密切，感覺滿意，並同意兩國間繼續此項
合作。」50 此次訪台佐藤僅表示對台北政府的支持，也沒有做出任何有關北京方
面的言論與承諾，只是在會談中蔣介石不斷表示「兩個中國」「一個中國、一個
台灣」的想法是錯誤的。51 佐藤也在訪台的前後再三的強調「台灣訪問不是反共
路線的強化」，「沒有考慮改變日本的中共政策」。52 日本媒體也對此次佐藤的訪
台表示：
「沒有被捲入國民政府的強烈的反共路線，大略保持我國獨自的立場。」
53

但是，北京方面認為這是一次嚴重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例如日「中」

經濟協會編輯的『日中備忘錄十一年』中說「本來台灣問題是中國建國以來內政
上最大懸案，對於日『中』關係，台灣問題的處理是有決定性地左右整個事態的
重大問題。……除了岸首相，歷代首相都慎重地迴避訪問台灣。……首相親自訪
問台灣，企圖鞏固『日台友好關係』將對日『中』關係帶來怎樣影響，這是洞若
觀火的。」54
事實上，北京政府為了報復此次佐藤的訪台，於 9 月 11 日驅逐在北京的三
位日本記者。導致日本與北京關係更形惡化。佐藤的此種敵視北京政府的作風也
50

中央日報（台灣）
，1967 年 9 月 11 日。
日本外交檔案，A’-0389 No.1065-1072，
「総理訪台」
，1967 年 9 月 8-9 日。
52
日本經濟新聞（日本），1967 年 9 月 2 日。
53
楠田實，佐藤政權•2797〈上〉，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 年，頁 226。
54
白根濨郎，戰後日中貿易史，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95。轉引自，臧士俊，前
引書，頁 180。
51

62

導致與中共的貿易關係的退化。將於 1967 年末到期的「ＬＴ貿易」的更新遲遲
沒決定，多次的談判之後終於在 1968 年 3 月簽訂新的貿易協定略稱「ＭＴ
Memorandom Trade」貿易」。此協定與「ＬＴ貿易」明顯地不同的是，協定的期
限從五年縮短到一年，並每年進行政治會談之後再舉行貿易談判。間接使日本代
表承認中共的「政治 3 原則」及「政經不可分」原則。55
1968 年 3 月 31 日美國總統詹森宣佈縮小轟炸北越，提出和平談判以來，國
際間出現對共黨姑息的想法。56 執政黨自民黨也必須重新考量與北京政府的關
係。因而在 6 月提出所謂統一見解。以下是其內容：
（一）不在國際間孤立中共，主張容共參加各種國際會議並考慮使中共分擔
世界和平繁榮的任務。
（二）期待中共本所謂「共存共榮」的精神，謀求國際間之協調，並願與中
共在互相尊重和平與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之下，謀求經濟與文化上之交
流。
（三）劃分日本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組織的業務，同意以進出口
銀行適用於對中共貿易。57
顯示自民黨有意緩和對北京政府的態度。8 月 6 日，佐藤在日本國會報告對華政
策及答覆質詢時說，日本沒有必要改變對中國聯合國代表的立場。他並稱「兩個
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主張，將遭受中共與台灣雙方的劇烈反對，
我們不能持有此類主張，因為我們的信條，是不干涉內政。但是，至於對於所謂
「第二次吉田書簡」問題他改變之前的想法，佐藤說「『吉田書簡』並非政府承
諾，因此並沒有甚麼需要放寬或撤消的必要性。再者，既使有「吉田書簡」問題
存在，我們也不相信對現存的情勢，曾有任何相反的影響」。企圖改善與北京關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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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明彥，前引書，頁 60。
莊朝陽，佐藤時期對華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 6 月，
頁 1-119。
匪日關係之檢討，台北：國家安全局情報研判委員會出版，1968 年 12 月 30 日。轉引自，莊朝
陽，前引書，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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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1969 年 1 月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就任美國總統。並開始改善與中共
的關係。當總統的前一年尼克森曾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中發表以「越
戰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nam）」為題的文章，其中提到對美國的「中國政策」
之看法。他認為，不應該建立包括歐、美、蘇之反華大連盟，美國的任何亞洲政
策皆須確實掌握中共存在的事實，美國絕不能讓中共永遠地被隔離於國際社會之
外，讓其沈浸於幻想、憎恨而威脅其鄰國。在地球沒有任何地方，能讓為數十億
之擁有高度潛力的中國人民活在憤怒的孤立當中。除非中共有所改變，否則世界
絕無和平。因此，美國應誘發那種改變。58 尼克森有此種想法是當時因越戰的惡
化及國內的反戰運動、經濟問題等美國國內產生經濟•政治上之矛盾的激烈化，
所以，必須解決國內的分裂及社會問題、重建經濟。因此，必須自制對國外的過
大干涉。1969 年 7 月 23 日，尼克森於關島發表了「關島宣言（The Guam Doctrine）」
之後被人稱為「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
」
。其要點是：
（1）美國將信守條約
義務；
（2）美國盟邦之自由受核子國家的威脅或某一國家的生存對美國有重大利
益，且該國遭到核子威脅時，美國將提供核子傘保護；
（3）盟國遭到其他類型侵
略時，美國將依據條約義務提供軍事與經濟之援助，但希望那些受直接威脅的國
家負起人員上的主要責任。59
在這種美國改變他對中共的態度之時，佐藤還是繼續採用敵視中共的態度。
並於 1969 年 11 月 21 日，佐藤榮作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尼克森簽署聯合公報的
第四項所謂「極東事項」中，聲明「總理大臣與總統，特別注視朝鮮半島依然存
在的緊張情勢。總理大臣對聯合國維護朝鮮半島之和平，給予高度評價，表示韓
國的安全對日本本身之安全極為重要。雙方一致承認期待中共在其對外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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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M. Nixon, “Asia after Vietnam”, Foreign Affairs, Oct. 1969, pp.111-125. 轉引自，何思慎，
前引書，頁 70。
何思慎，前引書，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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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較有協調性且建設性之態度。總統提及美國對中華民國負有條約上之義務，
表明美國需要遵守。總理大臣陳明維持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安全也是
極為重要的因素。總統說明有誠意要努力以和平而且正當之方式解決越南問題。
總理大臣與總統表明強烈希望越南戰爭在琉球歸還日本之前結束。雙方一致同
意，萬一越南之和平無法在預定歸還琉球之時實現，在不影響美國為確保越南（南
越）人民不受外來干涉，而決定其未來政治命運之機會的努力下，兩國政府要依
當時之情勢充分協商以實現琉球歸還日本，總理大臣表明日本正尋求為維護中南
半島地區的安全，謀求能夠發揮作用的角色。」60 在此意味著若台灣有狀況日本
將認為他自己也面臨危險，日本政府將同意駐美軍保護台灣。這是由於 1966 年
以來，佐藤把問題視為日本外交的重大課題，長期間與美國協調沖繩歸還問題，
此次訪美將成為關鍵，故為了「日本國民的悲願」沖繩歸還不得在其他方面讓步，
因此承諾擴大日本的防衛極東的角色。
進入 70 年代，中共的國際環境明顯改善，許多國家選擇與台北政府斷交，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連美國也在摸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關係。 因
60 年代中蘇關係的惡化，使美國趁機接近北京政府。尼克森於 1969 年 8 月 14 日
的國家安全會議中說「容許中蘇戰爭把中國（大陸）打碎是違背與美國國家利益。」
61

也就是中國的生存對美國有相當大的戰略性的利益。故美國開始修正與北京政

府的關係。7 月緩和關於美國人購買中國製物品及旅行的限制，10 月從台灣海峽
撤退二艘驅逐艦，12 月發表停止第七艦隊於台灣海峽的平時巡迴。不斷向北京政
府發出信號。美國與北京的私底下的交涉結果就是所謂的「尼克森震撼」。1971
年 7 月 15 日，尼克森突然宣佈將於明年 5 月前親自訪問中共。
尼克森的訪北京，事前未與任何盟國商量，美國曾多次保證對中共有任何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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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二卷，前引書，頁 880-881。
Henry Kissinger ,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 Brown, 1979, 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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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將先與日本協商。然尼克森背信，超越日本，企圖改變中共政策。日本長期
以來關於中共問題與美國採取同一步調，並深信美國不會違背日本，但此次美國
政府通知日本尼克森的發表內容居然是發表的數分鐘前。因此，此次美國的對中
共政策的急速的轉換震撼了全日本。聽知此消息的佐藤的反映只是「沒有預料到」
的一句。62 翌日，各界開始批評佐藤內閣對於中共問題的落後，並主張佐藤該負
責任。同時，避免趕不上「中國大陸的巴士」，各界主張儘速與中共建交。在這
種情況下，17 日下午，佐藤在國會中正式提到中共問題。佐藤表示日「中」關係
的改善是 1970 年代最重要的課題。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動向會影響到遠東的
緊張的政府立場，慎重改善日「中」兩國之間的關係。因此認為互相尊重立場，
從各方面的協商增加理解是重要的事情。也表示對於韓國及台灣等近鄰國家的關
係的重要性的同時，關於中國問題他認為：
「此次美『中』間的協商進展的結果，
尼克森總統要訪問北京，此事有助於世界尤其是緩和亞洲緊張的局勢，所以歡
迎。最近日『中』間的各種交流也有活躍化的跡象，今後強烈的期待日『中』之
間，今後也能發展到政府間的協商」
，63 表現出對中共問題積極態度的同時， 顯
示佐藤的苦惱。接著於 19 日開始的國會答詢中佐藤對於中共問題的發言大概有
以下 3 點。（1）期待由美「中」接觸也會急速帶給東南亞地區和平。對日「中」
關係的改善也可能有好影響。
（2）關於日「中」關係如果北京答應，有準備包括
國交正常化的雙方有關心的事項，進行政府間接觸。
（3）關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
權問題，會與友好國協商慎重進行討論64。於 21 日的預算委員會中他進一步的表
示「如果日『中』間的過去的原委能十分被理解的話，我很願意訪問北京解決包
含承認問題的懸案」
，佐藤在此首次暗示有意承認中共65。可是，其前提是「日中
間的過去的原委」的理解，即日華和平條約與日台關係維持現狀的情況下的承
認。關於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初次表示贊成中共的加入，同時，雖表示反對從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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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日本）
，1971 年 7 月 16 日，晚報。
日本國會會議錄，參議院本會議 3 號，1971 年 7 月 17 日，頁 5。
日本國會會議錄，眾議院本會議 4 號，1971 年 7 月 19 日，頁 3。
日本國會會議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 1 號，1971 年 7 月 21 日，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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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排除台灣，但陳明不做擁護台灣的席位的多數派工作。66
雖然，佐藤已表示改善與中共關係的意志，但是，國內各界等不及首相的行
動，紛紛展開「日『中』復交運動」。國會內也不光是在野黨，自民黨內也採取
一些實際上的步驟促進日「中」關係的改善。但是，因對美國及台灣的友誼與信
義綁著佐藤內閣，使他們採取重視與兩國的條約尊重義務之方針，面對此種情況
也無法即時改變現狀，只好以慎重的態度面對此事。
同時，「尼克森震撼」使日本外務省開始有關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想法。當時
的外務省亞洲局官員都認為「『尼克森震撼』造成日人的不滿，因此除非是日後
日本先較美國與中共建交，否則人民難以接受這樣的事實。」 於是外務省的官
員在 1971 年 8 月 30 日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由於當時外務省內支持台灣
勢力龐大，故大部分官員乃認為不急與中共建交，只有一部份人認為該儘速與中
共建交。他們認為中共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才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67
即將來臨的聯合國大會逼迫佐藤對「中國問題」做出明確的表態。在此簡單
做一下關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經過。最初中國代表權問題被提出是在
1950 年 1 月，由蘇聯向安理會提出承認中共之代表權的決議案，但遭否決。1951
年以後中共代表權問題改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但到 1960 年為止每年聯合國大
會均表決通過擱置中國代表權問題之討論。從 1961 年起，指定中國代表權問題
為「重要事項之議案」，以過半數獲得通過。此問題一直無法獲得過半數。但贊
成國家年年增加，在 1970 年的聯合國大會終於贊成超過反對通過。同時，在 1971
年 6 月時，承認中共的國家已有 63 國已超越承認台灣的國家。68 因此，佐藤要
在 1971 年秋天將舉行的第 26 屆聯合國大會之前做出決定。1955 年日本加入聯合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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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田實，佐藤政權•2797〈下〉，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 年，頁 269-270。
Sadako Ogata, Normalization with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S. and Japanese Processe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p.37, 41.
林金莖著、黃朝茂•葉寶珠譯，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證研究，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4 年，
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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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來一貫與美國採取同一步調，支持台灣的代表權。美國國務院從第 25 屆大
會以後，開始摸索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新對策，大約翌年的春天開始意見傾向
「雙重代表制」
。到 8 月 2 日美國發表關於中國代表權的美國案：即（1）響應情
勢的變化關於中國加入聯合國美國會投贊成票；
（2）但關於台灣的排除認為是「重
要事項」。69
不久日本外務省接到美國的一起成為美國案的共同提案國之要求。因「雙重
代表制」意味承認「兩個中國」，此事是中共一直反對的，所以關於美國的此要
求國會內意見紛紛。最後交由佐藤首相做出最後決定。當時福田外相在外務省的
記者會上說「在內閣首腦會議上，（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委由佐藤首相決定，但
佐藤首相在研判是否美國共同提案時，其所考慮者，與其說是與美國之關係，勿
寧是對中華民國信守國際信義。亞洲各國正重視著日本的國格。」70 當時美國以
還未簽字等對日本施加壓力，期望日本參加共同提案。把沖繩歸還問題視為最重
要事項的佐藤，不得不聽從美國的意見。9 月 22 日，決定支持美國案，並同意成
為共同提案國。在記者會中他表示對兩岸的取勝並無自信，但是做事情要有條
理，同時表示此決定符合國家利益。以下是佐藤在記者會所談的決策背景：
（一）目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有 65 國，其中聯合國會員國有 60 個。
另一方面，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有 60 國，其中聯合國會員國有 57 個，
情況已變了。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是應該的。
（二）但是，排除忠實遵守聯合國憲章，並沒有任何受批評的國民政府之事
要成為重要問題。所以必須採取「變相重要問題案」的方式。
（三）我從日本的立場站在認為符合國家利益之觀點考慮的結果，承認現
實，按照實情採取措施。推行「雙重代表制」及「變相重要問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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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田實，佐藤政權•2797〈下〉，前引書，頁 32。
林金莖著、黃朝茂•葉寶珠譯，前引書，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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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適當的方式，所以要成為共同提案國。
（四）站在中國是一個的觀點來看現在的措施是過程性的措施。兩個代表權
是過程性的措施。承認原本的現狀才不會引起國際緊張。
（五）讓中國加盟聯合國及安理事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71
1971 年 10 月 25 日，於第 26 屆聯合國大會中對於日美共同提議的「變相重
要問題案」進行表決，結果是以 55 票贊成，59 票反對，15 票棄權否決「排除中
華民國之會籍為重要事項」的提議。接下來的阿爾巴尼亞案以 76 票贊成，35 票
反對，17 票棄權通過「邀請中國、排除台灣」
，
「雙重代表制」議案由於阿爾巴尼
亞案獲得通過而未能付之表決。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周書楷於「重要事項」決議案
遭否決，進入表決阿爾巴尼亞案之前，要求緊急發言，表明不再參加以後大會議
程，隨後退出會場。72林金莖在其著作提到，當時在周書楷退出聯合國大會會場
時，愛知揆一外相緊追而出，將手搭在周書楷部長之肩膀上，要求與之握手，並
在長廊的地毯上送周部長離去。此乃在佐藤內閣以誠意維護中華民國席位之表
現。在紐約之日本代表團以綿密之作戰與不眠不休之活動，為維護中華民國之席
位所做之努力，於談論戰後之中（華民國）日關係時，亦必須特別重視。蔣介石
也對日本的此舉表示謝意。73
雖然表面上佐藤追隨美國採取推動「兩個中國」政策。由於「尼克森震撼」
的發生，佐藤已在檯面下試圖接近中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所謂「保利書
簡」
。保利茂自民黨幹事長是佐藤最信任的人物。保利於 1971 年 10 月 25 日透過
訪問中國大陸的東京都知事美濃部亮吉遞交周恩來一封信。其書函主要部分摘錄
如下：
「周總理閣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長年擔任國家經營的重任，不誤方寸而成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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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田實，佐藤政權•2797〈下〉，前引書，頁 276。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蒋介石秘録，第 15 冊，頁 200-201。
林金莖著、黃朝茂•葉寶珠譯，前引書，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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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國際社會成唯一大雄邦而逐步發展實在值得慶賀。在此對於閣下長年的辛勞，致上祝賀
之意。」
「我對於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之政府，台灣為中國人民的領土是站在
認識與理解的立場。」
「同時我日本國是往和平國家、福祉國家之大道邁進，確信應將餘力用於探究對亞洲有貢獻
的方向，何況也因應斷然加以排除我國將再度軍國化，請確信不需擔憂這些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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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11 月 10 日，周恩來接見美濃部時指保利函件「1､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正統政府，沒有明記是“唯一”的；2､
『台灣為中國人民的領土』之認識，與『兩
個中國』論相連。」此種欺人之信無法接受。75 並說佐藤政權不是談判的對手。
76

使自民黨政府欲與中共接近成為泡影，並引起了自民黨內部對佐藤及保利的指

責。
此種佐藤內閣私底下尋求與中共談判之線索之狀況，當時的外相福田赳夫曾
以「鴨子外交」之方式稱呼。他說「鴨子的脖子浮出水面上，神情顯得鎮定自若，
但水面下則忙著使用牠的雙蹼。」77 不管佐藤的努力，中共始終不肯對佐藤打開
回復國交之門。為何佐藤內閣接近中國的摸索沒有結實，其原因在於日本與中共
的雙方。首先，日本方面的原因之一是，對於北京政府的法律地位、台灣問題、
日華和平條約等原則問題上，自民黨內部沒有一致的意見，日本政府的認知也曖
昧不明確。「保利書簡」的內容是典型的例子；第二，沒有提出為了解決「中國
問題」的具體政策。中國代表權問題是日本能表現具體政策的最後機會，但是，
日本白白失去時機並帶給兩國不可挽回的影響及後遺症。另外中共方面，第一，
美中關係的進展及聯合國的加盟使中共的外交立場強化，使對與日本交涉成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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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中嶋嶺雄，
「
『保利書簡』は私が書いた」
，文芸春秋，第 60 卷第 12 期，1982 年 10 月，頁 144-153
之頁 149。
保利茂，戦後政治の覚書，東京：毎日新聞社，1975 年，頁 129-130。
毎日新聞（日本），1971 年 11 月 11 日。
田中明彥，前引書，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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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結果，在「復交三原則」等交涉條件採取不讓步的態度；第二，原已有對於
佐藤內閣的嚴厲的看法及不信任感，在加上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日本的表現，更使
中共對日的感情惡化；第三點是，中共認為在「中國政策」上失敗的佐藤內閣的
壽命已不長，與新內閣交涉比較高明。78
不出中共的預料，佐藤於 1972 年 5 月 15 日實現多年的願望沖繩歸還，並於
6 月 17 日宣布下台。

78

田麗萍，
「佐藤内閣と中国問題（二）
・完」
，法学論叢，第 143 卷第 3 期，1998 年 6 月，頁 24-43
中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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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田中內閣至斷交的台灣政策

佐藤宣布離職後執政黨的自民黨決定於 7 月 5 日召開臨時黨大會，選舉自民
黨新總裁，事實上亦即決定日本政府的新首相。此次選舉之主要主角是田中角榮
與福田赳夫。田中角榮原屬佐藤嫡系，與福田赳夫同為自民黨的主流派，為佐藤
內閣當時的外相與通產相，是佐藤的兩大支柱。但，兩人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有所不同。田中角榮在其競選政見中表示：應與中共迅速恢復邦交。田中也已在
三月時與田川誠一等人談話時說「如果自己拿到政權，立即進行日中（共）復
交……中國方面的原則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大部分承認此原則。不太在意詳細的
點。」79 然而，福田赳夫的見解也同田中認為需迅速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但是在
原則有所不同。福田主張：日「中」
「關係正常化」
，政府間需迅予進行必要時將
親自赴中國大陸訪問，但應基於下列 5 原則：
（1）尊重主權；
（2）平等互惠；
（3）
不干涉內政；
（4）不使用武力；
（5）為和平進步與繁榮互助努力。80 福田的說法
含蓄。並不像同田中的積極。已經歷「尼克森震撼」及目睹尼克森訪中之時，日
本需要的是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積極採取迅速動作的領導者，不是還想跟中共談條
件協調的悠閒的想法的政策者。同時，田中與其他候選人大平正芳及三木武夫達
成「政策協定」
，表示「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的正統政府之認識，
一致決定應透過政府與北京政府簽訂和約。81 最後，田中以 282 對 190 票的絕對
多數贏福田，成為自民黨的新總裁。82 7 日成立第一次田中內閣。
田中角榮認為，「日中問題」對日本來講是國內問題。日本的人口跟大陸的
加起來就有地球人口的 4 分之 1，若沒有解決日「中」關係，日本不會有安定。
世界有 3 個據點。柏林之牆、韓國的 38 度線及古巴。為了防止這些據點發生紛

79
80

81
82

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東京：毎日新聞社，1973 年，頁 337-338。
曾哲南，日本田中內閣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頁 42-43。
読売新聞（日本），1972 年 7 月 3 日。
白鳥令編，日本の内閣Ⅲ，東京：新評論，1981 年，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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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維持極東與日本的和平，再也不能單靠「美日安保條約」來保障，日本還需
與中共締結友好關係。使日本與美國、中共，三者的關係呈現等邊三角形的型態，
足以保證遠東的和平。所以，日「中」建交比在亞洲建構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
（NATO）更為有效。83 故在就任後表示，採取以「對美國協調為主軸」的外
交政策，且對於日「中」關係，「迅速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在激動的世界的情勢
中，強力推進和平外交」
。大平正芳外相也對於「中國問題」表示，為了日「中」
「國交正常化」，首相或是外相在某階段必須要訪問中國大陸。然後對於台灣問
題表示，日「中」
「國交正常化」之後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和平條約將不再存在。84
中共對田中內閣的這些談話反應極快，於 7 月 9 日周恩來就說「多年來，一直採
取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待任期完了就下野了，田中內閣明白以早期實
現日『中』國交正常化為目標，是值得歡迎的。」85 表示樂意與田中政權談判。
雖然，池田內閣與鳩山內閣也對日「中」關係採取積極的態度，但是，每次
問題都是卡在與台北政府的關係。因此，對進行日「中」國交正常化的田中內閣
也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7 月 12 日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訪問中國大陸前，
與田中會談時，佐佐木問，在「復交三原則」86中廢除日台條約是最重要的，你
的想法如何？田中說：「那是理所當然的。我有絕對把握處理台灣問題，我同意
『復交三原則』」
。16、19 日佐佐木帶著此談話內容，與周恩來會見。周恩來表示
「歡迎田中首相來北京商談兩國復交問題。」87 顯示對關係正常化積極的態度。
在進日行「中」關係正常化之時，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不是正式的政府代表人，
是值得注意的事情。譬如，前述的佐佐木及接下來被田中派去中國大陸的竹入義
83
84
85
86

87

柳田邦男，日本は燃えているか，東京：講談社，1983 年，頁 266。
古川万太郎，前引書，頁 367-368。
朝日新聞（日本），1972 年 7 月 10 日。
「復交 3 原則」之內容是：
（1）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市代表中國人民的為一合法政府，堅持反對任何『兩個中國』
、
『一中一台』
、
『一個中國、兩
個政府』等荒謬主張；
（2）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並且已經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堅決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和策劃『台灣獨立』陰
謀；（3）『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臧士俊，前引書，頁 144。
林代昭著、渡邊英雄譯，前引書，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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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等「非正式接觸者」88，在沒有國交的日「中」間，扮演橋樑之角色。擔任公
明黨委員長的竹入義勝常與中共方面接觸並已獲得中共的信賴，因此，田中希望
透過竹入與中共接洽。於 7 月 25 日竹入受北京政府的邀請訪問大陸。在 3 次與
周恩來會談之間，竹入說明了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之見解與日本的立場。隨行的
正木良明在回憶錄中表示當時日方認為關於正常化交涉有幾項重要問題存在。首
先是條約名稱。因日本已與台灣簽訂和平條約，所以名稱要以友好為主的條約。
再來是，事前必須先與美國商量，得到美國的了解。還有必須要確認中共沒有要
求賠償的意願等十幾項的問題。於 29 日最後協調後，周恩來根據會談的內容提
出 8 項聲明也就是日人所稱之「竹入備忘錄」，其成為日後日「中」關係正常化
的基本內容。以下是其內容：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自聯合聲明公布日起結束。
（二）日本政府要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中」日建交 3 原則，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這基礎上，兩國政府建立
外交關係、互派大使。
（三）「中」日兩國建交，既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
利益。
（四）雙方同意於「和平共處 5 原則」，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來處理「中」日兩國關係。
「中」日兩國的紛爭也要基於 5 原則，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而不以
武力互相脅迫。
（五）「中」日兩國雙方都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尋求霸權，而也反對其他欲
尋求霸權的國家或國家集團。
（六）兩國建交後，雙方同意在「和平共處 5 原則」 的基礎上締結和平友

88

關於「非正式接觸者」詳細請參考別枝行夫，
「戰後日中關係と非正式接觸者」
，國際政治，第
75 號，1983 年 10 月，頁 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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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條約。
（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戰
爭賠償的要求權。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為了擴大兩國人民的往來，在經濟
與文化關係上更深一層發展，並在友好和平條約簽訂前，沿著這個基
礎雙方簽訂通商、航海、航空、氣象、漁業、科學技術等協定。89
此外，周恩來也做出 3 項，即：
（一）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二）聯合聲明發表後，日本政府從台灣撤出其使館，並採取有效措施，使
蔣介石集團的使領館從日本撤出。
（三）日本的團體和個人戰後在台灣投資和經營的企業，在台灣解放時當予
以適當照顧。90
何思慎認為上述 3 點無法列入聲明中，而是以口頭默契的方式處理之，因日本國
內對於承認中共後的日台關係架構在當時仍無法取得一致性的看法。91 竹入回國
後即將其內容向田中及大平報告。增加了田中對日「中」國交正常化的信心。
與中共談判的同時，田中並開始調整自民黨內的不同的聲音。自民黨內有多
數的台灣擁護派，必須先經過自民黨內的支持與同意，才能進一步進行日「中」
國交正常化。因此，在 7 月 24 日設立「自民黨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
。以
小坂善太郎為會長的此協議會，為了達成自民黨內對日「中」國交正常化問題的
共識，進行將近 1 個半月的討論。但，「協議會」中對「台灣問題」的處理仍有
爭議。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中川一郎、賀屋興宣、灘尾弘吉等親台議員主張：
不反對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但不能因情用事而毫無保留地接受中共的「復交 3 原
89

90
91

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録・日中交渉密史，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 年，頁
29-31。
同上註，頁 31。
何思慎，前引書，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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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應考慮日美關係及與東南亞諸國的友好關係。新福田派「八日會」
（眾議員
65 人）於 1972 年 8 月 19 日成立「日『中』問題研究會」
，提出「台灣重視論」。
該會主張日「中」關係正常化是時代的要求，與此配合，支持田中首相、大平外
相。但，與美國之間的調整，在多極化時代的外交上，不要鑄成錯誤。對台灣的
處理應慎重考慮，不損害國際信義。此等議員對田中謀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持消
極態度，並在「協議會」中積極發言，反對與中華民國斷交。92
可是在當時與中共建交已是無可再迴避。關於「台灣問題」只能歸為兩點，
第一點是如果要與中共建交，就無法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日華條約也會失效。
第二點，同時也不能完全切斷與台灣之現實關係。大平外相也在 8 月 9 日的國會
質詢時表示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結果，理所當然的「日台條約」會失效，即事
實上的日華條約廢棄之主張。但是，外務省當局有不同的想法。8 月 15 日，外務
省事務當局在「關於台灣問題處理之見解」中表示：
（1）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同時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雙方持有外交關係；
（2）在國際法上，日華和平條
約不會隨著日「中」關係正常化自然失去效力；
（3）日台外交關係的將來，將依
據中國（大陸）及國民政府的談判之結果而定。否認大平外相之「自然消滅論」，
因而會增加混亂。93
為了撫慰台灣擁護派之不滿，「自民黨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決定在
決議案附上曖昧內容的前文。9 月 8 日經過長期的協調通過了決議案。「協議會」
所決議的「日『中』國交正常化基本方針案」如下：
前文 當日「中」進行國家正常化之交涉時，我國政府應該注意下列幾點。
尤其鑑於我國與中華民國之深切關係，應充分顧及能維持原有的關係
來從事對中共之交涉。

92
93

曾哲南，前引書，頁 49-50。
古川万太郎，前引書，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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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中」關係正常化應根據聯合國憲章及萬隆會議 10 項原則行之。
（二）彼此尊重不同之體制，不干涉內政，尊重與友好國家之關係。
（三）彼此不行使武力及用武力威脅。
（四）彼此努力增進平等的經濟、文化交流。
（五）為亞洲之和平與繁榮，彼此合作。94
總而言之，此「基本方針案」意味，自民黨對田中的「日『中』關係正常化」之
支持和執行的驅動力。
獲得自民黨內的支持的同時，田中政府必須得到美國對於「日『中』關係正
常化」之了解。自民黨長期以來採取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主的外交政策，此次的「日
『中』關係正常化」會牽涉到美日安保條約。因此，必須事前與美國協調。美日
高層會議於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在夏威夷舉行。無疑地，「中國問題」成為此次
會談的焦點。美國雖也希望與中共正常關係化，但是，不願改變其協防台灣的條
約義務等理由無意與中華民國斷交。相反的，田中準備廢除中日和約，與中華民
國斷交。此事會妨礙美國維護遠東安全計畫。最後經田中的說服，田中與尼克森
於檀香山發表了共同聲明。對於「日『中』關係正常化」雙方共同確認，尼克森
（1972 年）的中國大陸與蘇聯之行，為一項「前進的重要步驟」，希望田中未來
的中國大陸之行，能進一步促進亞洲緊張局勢之緩和。還有雙方強調維持及加強
兩國密切的友好與合作關係，將是在世局演變中維持和平及安全的重要因素。為
此，特重申維持兩國間合作與信守安全條約的意願。並同意兩國政府將密切協
商，以繼續履行兩國的條約義務。95
日本需要說服的不只是美國，最重要的對象是，由「日『中』關係正常化」
必須面對與日本斷交的台北政府。對於田中政府再三的忽視中華民國，推動「日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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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總務會「會報」第 7 號，1972 年 9 月 8 日。
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三卷，東京：原書房，1985 年，頁 588-589。
77

『中』關係正常化」的作為，中華民國政府不斷提出抗議。在田中表明接受周恩
來之邀請訪問中共之翌日 8 月 16 日，中華民國駐日大使彭孟緝遵照中華民國政
府之令，會見大平外相提出抗議，並將抗議要旨寫成備忘錄交給大平。備忘錄大
概內容是：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將與中華民國斷交，使中日和平自然消失這種不
友好之態度，不僅損害兩國之邦交，也破壞兩國人民深切友好之關係，絕非中華
民國政府與人民所能容忍；日本政府之此種背信政治道德及國際條約之行為，不
僅違反日本之建國精神，同時亦危害亞洲之安全與和平。對此抗議大平斷然地表
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係時代的潮流，關於不能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感到
萬分悲慟。」96
在田中訪問中共之際，為了取得台北政府的諒解，9 月 17 日，日本政府派椎
名悅三郎特使訪問台北。原本椎名「不願幹這種丟臉的差使，在大家眾口一詞的
說服之下，他才勉強答應去了」。不出所預料，椎名等日本團到達機場後就被丟
雞蛋及石頭等受到民眾的嚴厲的抗議。蔣介石不願會見椎名，椎名特使與外交部
長沈昌煥、副總統嚴家淦、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何應欽、行政院長蔣經國會
談。以下是在第 17 回日本外交文書公開之時，公開的椎名特使與蔣經國於 9 月
19 日會談要旨：
「椎名 協議會的決議之前文有「尤其鑑於我國與中華民國之深切關係，應充分顧及能維持
原有的關係之後從事對中共之交涉」一文。基於此決議，田中（首相）
、大平（外相）
將會與北京談判。但是不順利的話，也有可能會先回國，再度（準備）通過協議會承
認的新協議案，再（往大陸）出發。
蔣

田中總理一定會依據此結論嗎？

椎名 田中總理、大平外相都出席了總會，並說「一定會遵從協議會的意見進行。」
蔣

96

我方非常重視大平外相對駐日大使彭孟緝（1972 年 7 月 25 日的）發言。就是「日『中』

林金莖著、黃朝茂•葉寶珠譯，前引書，頁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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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邦交之時，中日和約會失效」的發言，其將會如何？
椎名 是否只是表示「理論上不成立」的看法而已。
蔣

我方已接到「正常化之時會與台灣斷交」之事前通告。

椎名 不是斷交的宣告或是預告，只是「擔心將不得已只能這麼做」
。
蔣

關於「中」日正常化問題，中華民國是當事者，而且受到的影響很大。認為要以親中
華民國、反共產主義的日本政府之立場，才能以共同的立場確保日本的發展及亞洲的
和平。我們為何被中共奪取而失去大陸？係日本軍閥發動戰爭所致。日本若今後與中
共國交正常化，將來永久使七億同胞陷入痛苦。成為第二次犯大罪惡，此將無法忽視。
現在我們雖在台灣，這只是奪回大陸之前的基地，若「中」日正常化，（對日本來說
是）第二次的投降。我們奪回大陸之時，就成為第三次的投降。一切的責任都必須由
日本承擔。為了救濟大陸同胞與亞洲的和平，我國會走自己的路，並採取為了守護此
權力之一切措施。被槍枝領導的日本曾沒有遵守不干涉內政之原則，如今日本筆掌握
了政治。這次的結果，希望不會成為比槍枝的領導還更惡化。

椎名 拜聽此發言，深切痛感自身所處場面面臨重要的分叉路。目前，透過日華問題看亞洲、
97

世界的全局面，除去一切矛盾是有困難的，但是希望不會有出錯。」

椎名在談話中表示，「日『中』關係正常化協議會」所決定的協議案中指的「原
有的關係」是包含外交關係。這與田中及大平的不管與台灣斷交也要與中共關係
正常化之想法有異。根據「紀錄椎名悅三郎」，此發言，「只限於當場」98，安撫
台灣。林金莖認為，椎名之發言是為了使台灣認為如果維持中日邦交，就可阻止
日「中」關係正常化，而失去了以強硬手段阻止田中訪問中共之時機。99椎名曾
於尼克森訪問中共後表示「即使尼克森飛往北京，日本也無須急躁地跟隨，日本
以一個對亞洲和平負有責任之國家，應有日本自己的作法。」100 他也主張「最

97

産經新聞（日本），2002 年 12 月 24 日。
紀録椎名悅三郎，椎名悅三郎追悼録刊行会，1982 年，頁 183。
99
林金莖著、黃朝茂•葉寶珠譯，前引書，頁 298-299。
100
中央日報（台灣）
，1972 年 9 月 1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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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法是日本應該以本身的作法先維持與中華民國現有之外交關係，再考慮與
中共重新建交之方式，站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並存之現實立
場，與中共交涉。若中共不接受及離席回國，日本應有此種決心與氣魂與中共交
涉。」101 表示椎名雖希望與中共有友好的關係，但認為也不能因此而結束與台
灣之關係。他希望能與兩個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也就是他是支持「兩個中國」
之想法。但是，北京與台北政府各主張自己是唯一的中國政府之時，
「兩個中國」
是根本無法成立的一個構想。椎名也知道此事實，故在 9 月 19 日會談中表示，
在日台問題上「除去一切矛盾是困難的」
，其「矛盾」即意味，彼此不合的中台
都不讓步「一個中國」之原則，造成了不能雙重承認的外交環境。但是，不知自
己造成「矛盾」的台灣政府，還是認為日本不應該承認中共。蔣經國把中國大陸
被中共佔領的責任歸於日本，強調日本不該再犯錯。儘管台灣的抗議及日本台灣
擁護派的掙扎，田中政府還是走向日「中」關係正常化之路。
日「中」關係正常化之前，日本與中共之間必須解決一些問題。先前中共所
提出之共同聲明案即「竹入備忘錄」之內容，有幾點日本無法接受。因此，田中
派自民黨議員古井喜實、田川誠一攜帶，於 9 月 9 日赴中。日方的共同聲明案是：
（1）兩國政府確認戰爭狀態的終結（因日本認為已在 1952 年和中華民國政府宣
布過戰爭狀態的終結）；（2）日本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唯
一合法政府；（3）「中國」方面在確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的一部份。日本方面，
理解並尊重中國的主張；（4）「中國」方面放棄對日賠償請求權；（5）兩國政府
自 1972 年○月○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儘速交換大使。但書：中日和約終止不
載入共同聲明中，而由日本方面以外務大臣的談話乃至於聲明的形式發表。經過
多次談判仍然留下幾個問題，必須等待田中訪中再解決。
田中訪中後必須與中共方面協調的問題，大部分與「台灣問題」有關。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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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録椎名悅三郎，前引書，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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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5 日，田中角榮為了日「中」關係正常化之問題訪問大陸。與台灣有關爭
議首先是有關於戰爭狀態終結的問題。日方堅持 1952 年與中華民國簽訂的是與
「中國」的正統政府簽約的合法國際條約。在此條約中已宣布與「中國」的戰爭
狀態已結束，所以不能再做同樣的宣布。同樣的關於戰爭賠償問題，日方認為已
在「中日和約」簽約時已解決，「中國」已放棄請求權。中共方面主張，「中日和
約」是日本與被中國人民拋棄的國民政府簽的，不代表「中國」，所以是違法及
無效的。關於戰爭狀態最後雙方同意的解決方法是，首先在共同聲明的前言說「戰
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係歷
史上新一頁。」102 然後在聲明的第一條中寫「自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103 以「不正常狀態」之
「結束」代替「戰爭狀態之結束」。關於戰爭賠償問題，在共同聲明的第五條中
寫到，中共為了兩國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之『請求』」104，而不是「請
求權」，暗裡表示中共已無權請求。
再來是關於中共曾提出關於「復交三原則」的問題。此 3 原則與台灣相當有
關，因此日本對此問題非常慎重。於 9 月 25 日的首腦會談中田中就直接向周恩
來表示「到現在為止，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就是與台灣關係。而日『中』關係
正常化的結果，除了會自動消滅關係（日台關係），也必須應付其他發生的現實
問題。不好好處理的話國內就會引起混亂。因此在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的同
時，就必須要考慮對台灣問題的影響。」105接著大平外相也對中共所提的「復交
3 原則」表示日本方面有困難。他說「對於『中國』方面認為日華和平條約為不
法的立場，我們能夠十分理解。但是這個條約已經經過國會的決議與政府的批
准，故日本政府若同意『中國』方面的意見，就等於日本政府在過去 20 多年內
102
103
104
105

外務省中國課監修，前引書，1998 年，頁 428。
同上註。
同上註，頁 429。
「田中総理と周恩來総理會談記錄」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CH/19720925.O3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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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欺騙國會和國民。所以在中日和約在關係正常化的同時就宣告終了，希望
『中』方能理解。」106 對此周恩來則表示理解，並決定以在聲明中表示「中華
人民共和國聲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國政府十分理解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這個立場，並且堅持遵守波茨坦宣言第 8 條的立場。」107
是根據「開羅宣言」規定日本在戰後必須將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但戰後在
舊金山和約中，只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的領土權，並未說明日本放棄的台灣的歸
屬何處，只說留待將來決定。因此可以說日本以「波茨坦宣言」第 8 條及「理解
與尊重」之字眼模糊化了 3 原則中的第 1、2 點。關於第 3 點：「『日台條約』是
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因日方主張「中日和約」是合法的，而且沒有正
當理由片面廢棄有效之條約係國際上所不能承認，日本國憲法也禁止此類不法行
為，108 所以，在共同聲明中完全沒有提及「中日和約」
。以大平外相在北京記者
會上發表「由於日『中』關係正常化之結果，「中日和約」失去存續的意義，可
認為已終止」，109 取代中共要求的「廢除」。
雖然在談判中有相當多的爭議，但大部分是因中共方面的讓步而解決，日
「中」雙方於 1972 年 9 月 29 日簽署包括前言和 9 項雙方同意之條款在內的共同
聲明，開始建立外交關係。
對於台灣方面，外務省事務次官法眼晉作於 9 月 29 日對駐日大使彭孟緝表
示要與中共發表日「中」共同聲明，結束日「中」不正常狀態，建立外交關係，
並交換大使。同時法眼說「既然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政權都堅持中國只有一個的
立場，由於日『中』關係正常化，中（華民國）日之間的外交關係便無法再維持，
誠屬遺憾，尚請諒解。」日本也對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沈昌煥轉達同一內容，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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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
外務省中國課監修，前引書，頁 429。
林金莖著、孫克蔭譯，戰後中日關係與國際法，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7 年，頁 149。
鹿島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三卷，前引書，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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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首相致蔣介石之信函：「本日，依照日本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共同
聲明，到了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之階段。過去 20 餘年間，蔣總統對我國民之深切
理解與關照，謹衷心表示謝忱。同時深盼，貴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之間經長年培育
而成之精神，與我國人民對閣下深切尊敬之情相結合，今後仍將維繫兩國人民之
，斷絕了
交流，而不改變。」110 中華民國外交部於當天即發表「對日斷交宣言」
日華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日本與台灣斷交，但是經濟及其他民間交流仍然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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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莖著、黃朝茂•葉寶珠譯，前引書，頁 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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