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峰會共同聲明、美日同盟與台灣
賴怡忠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一份將美日同盟「再全球化」的共同聲明
四月十六日美日峰會發表共同聲明「新時代的美日全球夥伴 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由於事前已經有不少報導提到這次聲明會將台海安全
列入，是五十二年來的首次，自然這個聲明是否涵蓋台灣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
但細看這個聲明，可以發現這個聲明除了談到台灣之外，涵蓋面也是包山包海，
內容更是遠遠超越一個月之前的美日安全保障協商會(二加二會議)的共同聲明，
不再只是「美日二加二會議」的延續或對其主張的再確認而已。從內容來看，這
個美日峰會聲明的重要性，可能不會亞於 1996 年四月克林頓總統與橋本龍太郎
首相重新確認美日同盟的聲明，當時那個聲明是確立的後冷戰時代美日同盟的地
位，具體終結了所謂後冷戰時代美日同盟無用論的主張，更啟動了一系列美日同
盟在後冷戰時代的改革。我們 應該可以這麼說，2021 年 4 月 16 日美日峰會聲
明，類似「美日同盟再全球化」，或是「美日同盟全球化 2.0」的合作議程。
延續並增加「美日二加二聲明」的內容

觀察美日峰會聲明的結構，可以發現這篇聲明的結構是先從雙邊關係開始，再談
到對印太區域議題的主張，之後就是全球性議題的關注。在雙邊關係與印太區域
的部分，不少已經被涵蓋在美日二加二聲明中，但也有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峰
會聲明有關全球性議題的部分，是二加二聲明並未觸及的範圍，因此可以說是新
的東西。
提到如何處理雙邊關係，重申既有主張(例如表示釣魚台被涵蓋在美日安保條約
中)，以及解決部分長期存在於同盟的問題(例如普天間陸戰隊的飛機基地向邊野
谷轉移、將部分陸戰隊從沖繩移到關島等)，之後立即指向中國的威脅。不僅提
到反對中國在東海「改變現狀」的意圖，也重申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非法主張
unlawful maritime claim」。接著強調台海維持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
決兩岸爭議。之後再提到美國與日本對新疆與香港人權議題的關切。美日承認與
中國進行坦誠對話的重要性，以及重申當面表達關切的意願，也承認在有共同利
益的問題上與中國展開合作的必要。
談完中國之後就是北韓議題，美國在此也強調會關注日本被綁的人質問題。之後
談的是四方安全對話以及尊重東協的重要性。也不忘了談到與韓國形成美日韓三
方同盟合作的重要性。之後就是對緬甸議題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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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議題部分，觸及的領域包括全球疫情問題、朝向建構具競爭及韌性回復能
力的美日夥伴關係( launched a new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數位基礎建設上提到建立「全球數位連結夥伴 Global Digital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
、要在雙邊合作，也要共同 G7 與 WTO 等會議或組織上，
針對導致貿易扭曲的種種作為採取共同對應(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bilaterally, as well as within the G7 and the WTO, to address the use of non-market
and other unfair trade practices, including viol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excess capacity issues, and the use of trade distorting
industrial subsidies.)。並啟動美日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夥伴合作(Launch US-Japan
Climate Change Partnership)，以及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改革，以及針對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疫情起始原因的調查。
這段顯示美日同盟已經變成針對不管是在數位基建、重整貿易秩序、氣候變遷、
全球疫情、與衛生改革等全球性議題的合作夥伴。在這個意義上展現了美日同盟
邁向全球化的 2.0 版。2005 年美日二加二會議讓美日同盟從先前同盟指針上有關
周邊有事的討論掙脫，開始朝向一個會對區域性與全球性議題關注的同盟。這次
的峰會聲明則是進一步將關注的議題範圍擴大，不再只是地理的涵蓋，還包括對
全球性議題的主張與立場。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說是「美日同盟再全球化」，或
是「美日同盟全球化 2.0 版」。
對中國維持強硬姿態，對台海情勢發表聲明更是劃時代之舉

美日峰會聲明可看出對中國的態度十分強硬，不管對東海議題說中國意圖改變現
狀，或是直接說中國對南海爭議的主張是非法主張(unlawful maritime claim)，直
接表達對新疆與香港人權問題的關切。比較起來，對台海只說強調和平與穩定，
以及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美日峰會聲明在涉台部分對中國的批評，反而是
比較少的。
但不管這個聲明涉台部分對中國的態度如何，台灣進入美日峰會的共同聲明，絕
對是重要的大事。畢竟上一次美日峰會提到台灣是在 1969 年 11 月 21 日，是美
國尼克森總統與日本佐藤榮作首相。當時美、日都沒還與中國建交，與中華民國
維持邦交關係，美國與台灣還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此論及台灣並不是美
日外交上的禁忌。而當時會談及台灣不是因為台海出現衝突，而是與沖繩返還日
本一事有關。美國準備將沖繩歸還日本，可是駐沖繩美軍是美國全球圍堵戰略的
重要成分，更與支援還在戰火連天的越戰有直接關係，因此美國希望確保沖繩返
還日本後不會對駐沖繩美軍造成行動上的困擾。日本就是藉由對台灣及其他議題
的公開表述以平撫美方的疑慮，使其不會對沖繩返還的時程帶來變數，特別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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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是佐藤榮作是為自己最重要的任務，希望在自己擔任首相時可以達成讓日本
領土重新完整化的目標。
但在五十二年後的今天，台灣再度在美日峰會聲明中出現，顯示的不僅是對台灣
地位與台海情勢的關注，也代表美、日對中國行為的高度疑慮，認為需要透過同
盟的共同表達。而先前傳出日本會因為擔心與中國經濟交會受到影響而不願在共
同聲明放入台灣，特別是中國外長王毅還特別致電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警告共同
聲明放入台灣的後果。但最後日本沒有因為經濟利益，或是中國外長的威嚇而臨
陣抽腿，顯示了大家對中國在台海挑釁行為的高度憂慮，也顯示中國靠經濟威脅
與政治恫嚇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
由於在美日二加二聲明以及美日峰會共同聲明都將台灣放入，峰會聲明還在既有
二加二聲明的涉台文字上，加上「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明顯是針對中國近
幾年來以軍事威嚇甚至威脅以武力解決台海爭議而來。可以看出從 316 到 416
這一個月內中國軍事擴大對台威脅的力度，已經引起美方相當嚴重的關切。
對台灣部分的發言之可看出有經過特殊處理

這次美日峰會在涉台部分的處理可見其細緻性。首先，即便來自日本與英文媒體
多次報導這次峰會共同聲明會列入台灣，在美日峰會的記者會上，拜登一字不提，
菅義偉也沒說什麼，是在記者會上日本產經新聞記者詢問後，由菅義偉回以台灣
議題有討論，講到美日對於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已有共識，這次會議對此也
再度確認。(there is already an agreed recognition over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reaffirmed on this occasion. )。意指台海和平與穩定早就已經是美日同盟的共識，
指是在這次峰會再度給予確認而已，不是這次峰會的新發明。
如果細看峰會的涉台文字(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並與一個月前的二加二聲明文字(The Minister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相比，可以發現這次峰會文字多加了「鼓勵
和平解決兩岸議題」這句話。但如果與 2005 年美日二加二會議的涉台文字相比
較，又可以發現 2005 年提到的是鼓勵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議題(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而這次
峰會「只」提到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沒提到透過對話。但到底這個差異是否真的
有其深意，還需要再觀察。
美日聲明涉台文字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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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改革與武漢肺炎疫情源頭追查，是否會形成新的「美日 vs.中國」爭議
這次峰會聲明出現美日要共同改革世界衛生組織，以及要對武漢肺炎疫情源頭展
開調查等主張。(We will work together to refor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y
strengthening its ability to prevent pandemics through early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detection, and response to potential health emergencies, and by increasing its
transparency and ensuring it is free from undue influence.
We will also support a transparent and independent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free from
interference and undue influence, of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for
investigating outbreaks of unknown origin in the future. )
這段聲明文字顯示美日對於世衛組織的現狀及很不滿意，不僅談及世衛組織本身
的能力問題，還特別提到需要增加透明度，以及確保世衛組織不會受到不當影響。
更提到對武漢肺炎疫情之源頭(及其他不知源頭的疫情)，需有不受阻擾與不當影
響的獨立評估與分析。顯然拜登政府與菅義偉政府都非常不滿世衛組織至今的表
現，似乎認為先前世衛組織的武漢肺炎疫情調查顯示其受到不當影響的程度，因
此降低對世衛組織的信任感。
雖然沒在峰會文字直接提到，但所謂不當影響指的就是中國對世衛秘書處的影響，
或是世衛秘書處如何屈服於中國的「說服力」。日後所謂改革世衛一定會牽涉到
世衛秘書處與中國的關係。
此外，美日顯然不太相信世衛對於武漢肺炎疫情起源的調查結論，日後對這個起
源的調查勢必會再度出現，而認為妨礙對起源調查，甚至不願交代武漢肺炎成為
疫情過程的就是中國，美日及其他國家對追查武漢肺炎真相的要求，很可能日後
會成為與中國關係的重大爭議，激烈性部會亞於南海問題。如果美日會進一步談
到究責，那爭議必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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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義偉要到了美國支持暑假辦東京奧運，但未來發展為何？

需要注意的是，在美日共同聲明的最後，出現了一句「拜登總統表示支持日本菅
義偉首相在今年暑假舉辦安全東京奧運之努力(President Biden supports Prime
Minister Suga’s efforts to hold a safe and secur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his
summer. )」。這似乎顯示美國願意挺日本在暑假辦奧運，也顯示菅義偉希望還是
照計畫在暑假將奧運辦出來。當然能否舉辦還要看屆時疫情的發展而定，這也顯
示暑假辦奧運可能會成為菅義偉首相的政治罩門，這如呵影響日本在涉中議題的
態度，以及舉辦後日本會如何發展，包括九月底的國會大選之狀況與結果，也都
會有連帶效應。
美日同盟與台海議題的可能互動發展

這次美日峰會聲明破天荒的提到台海之和平與穩定，引發了美日同盟與台海安全
關係之討論。也表示未來談到台海議題，不會停留在美中台三角關係，而會是美
日同盟-中國-台灣的「新三角關係」，不是美日中台的四邊關係。
當美日同盟開始涉入台海議題後，有關台海議題的戰略分析，就圍繞在所謂的「雙
重模糊 Double Ambiguity」問題上，包括美國是否援台的「戰略模糊」，以及同
為日美同盟一分子的日本，是否會支援美國的「支援模糊」。前者的清晰是啟動
後者的關鍵，但即便美國已經支援台灣，也不必然表示美日同盟就會被啟動。例
如美國動員兩支航母戰鬥群來應對 1996 年三月的台海危機，但美日同盟就完全
沒被啟動。而當時日首相橋本龍太郎對於台海危機首要想到的不是對日本的威脅，
而是撤出在台日僑的問題。
1996 年三月出現台海危機，但美日同盟的再定義聲明是在四月的美日峰會發布，
顯示在沒有美日同盟再定義的發展下，美國很難動員美日同盟來處理台海危機，
加上自身能力尚可，因此乾脆自己來，一次動員兩個航母戰鬥群，其軍事動員都
是在沒通知日本的情形下發布。
但是現在不太一樣，經過二十多年在「反介入 anti-access」與「區域禁止 area denial」
的努力，以及過去十多年像下水餃一樣拼命投入新式飛彈護衛艦、導彈潛艦以及
航母等，中國的軍事實力的確大幅提升，即便還沒被測試過。但這也使得華府行
事更為謹慎，也認為美國光靠一國之力面對中國可能就會有些吃緊，因此在區域
危機出現時，華府有意啟動同盟的期待就會變高。也因此當美國採取戰略模糊而
對協防台灣有所遲疑時，自然會形成其盟友對台反應的變數。
在這裡，美國在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時如果反應不夠清晰，就無法期待身為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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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的日本能有清楚的同盟回應。
雖然日本有非戰憲法的限制，使其對同盟回應有一定的限制，但過去日本從設置
自衛隊，到海外和平任務的派遣，甚至還出動軍艦去印度洋支援反恐任務，這些
一開始都可說與非戰憲法不容，但日本卻以種種「務實作為」使其成為可能。更
中意的是，推動日本逐步走出非戰憲法限制的主推手，就是美日同盟，特別是透
過「美日同盟防衛指針」的修正，導致日本國內相關法規的調整與對憲法提出新
的解釋，以逐步鬆綁過去的限制。因此預測美日同盟在台海有事時的可能作為，
就要分析美日同盟防衛指針的內容及其演進了。
美日同盟防衛指針是在 1978 年第一次設立，當時剛好發生美蘇的冷戰再度白熱
化，美日同盟防衛指針是以此確立對抗蘇聯從北邊入侵日本時，美日軍隊之角色
與任務分擔，擊之後所謂美軍擔任反攻的茅，日本擔任防守的盾之角色。日後所
謂日本美日同盟是「專守防衛」之說，也與此有一定關係。
但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蘇聯從北方入侵日本的威脅消失，反而是北韓發展核武，
以及日本也開始執行以聯合國為主的海外維和任務，既有的指針不再適用後冷戰
環境，加上中國在 1996 年以飛彈威嚇台灣的總統選舉，日本週邊的問題反而比
擔心蘇聯入侵變得更迫切，因此有 1997 年第一次防衛指針的修正，當時所謂「周
邊有事」問題，就是針對後冷戰時代蘇聯威脅不再，但以北韓為首要，中國次之
的區域不確定性快速升高，可是既有的針對是冷戰時代對付單一敵人而設計者，
無法對應後冷戰時代的區域不確定性，因此出現第一次的指針修正。
到了 2015 年出現了第二次防衛指針修正，這個修正一方面是 2001 年的 911 反恐，
以及 2004 南亞海嘯救災的經驗，發現日本必須回應包括諸如中東、南亞等區域
的恐怖主義以及大型天然災害等挑戰性議題，1997 年的「周邊有事」概念顯然
沒涵蓋到上述區域。此外，中日從 2012 年開始出現釣魚台爭議快速惡化，中國
持續派遣機、艦騷擾，甚至進出釣魚台海域，日本固然感受到中國軍事威脅，但
最直接的問題是中國的灰色地帶作戰問題，這對於清楚區分戰時與平時的美日同
盟來說，顯然出現新的挑戰。
第二次的修正甚至暗含對日本憲法的再定義，包括日本不再僅限於擔任後方支援，
對於周邊事態會影響日本國安者，美日同盟 2015 新指針清楚界定日本會需要優
先展開反應，也包括敵人攻擊非日本與美國的第三國時，日本在何種狀況下角色，
以及可以採取的對應做為等。在第一次修正依然存在「美國可以保護日本，但日
本在本身未受到攻擊下，不能挺身保護美國」的問題，在第二次修正後就逐漸走
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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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防衛指針修正的歷史過程
1978

1997

2015

要處理的問題與
威脅

冷戰時代預防蘇
聯從北方入侵(美
日同盟從東方圍
堵蘇聯)

冷戰結束蘇聯解
體，但北韓核武與
飛彈威脅，中國對
台武力恫嚇

美日同盟責任與
義務不對等、中國
威脅、反恐、灰色
地帶衝突日烈

角色與任務分擔

日本專門防守為
日本不再專守日
盾，美國負責反攻 本，而是擴大到周
為矛
邊有事。日本提供
後方支援

當確認日本國民
生計會受到重大
威脅，不用等日本
受攻擊，日本在無
其他選項下可武
力回應

重要發展

1981 年日本開始
負責超越日本本
土的反潛作業，其
反潛作業延伸到
菲律賓以北

灰色地帶衝突回
應，網路攻擊視同
戰爭，當日美以外
第三國受攻擊
時，日本自衛隊可
以基於國益受威
脅而給予回應

周邊有事不是地
理概念，是狀態概
念，台灣被含括其
中

坊間談到美日同盟對台海有事時可能的反應，往往集中在日本可以或不可以做的
事情。有人說日本只能擔任美軍的後方支援，有人說日本連出動自衛隊都不行，
只能加派警力與保安維持駐日美軍的基地安全。這些批評或是認知都沒有將
2015 新指針的修正帶入考量。這個新指針修正除了企圖解決 1997 指針將平時與
戰爭時期進行截然劃分，導致其無法回應中共展開灰色地帶作戰的問題，同時也
想要讓日本具有更多同盟協助之能力。
在 2015 指針修正上，台海事態很明顯是被計入在 2015 防衛指針修正的 D 部分，
「對日本以外國家的武力攻擊之回應 Actions in Response to an Armed Attack
against a Country other than Japan」。因此日本並非沒有法源導致其在台海有事時
無法出動自衛隊，2015 防衛指針的修正，以及當年下半年通過的新安保法，構
成了日本作為美日同盟的一部分，如何回應台海危機的政策基礎。
當知道指針修正往往與針對的威脅回應有關，現在日本明顯認為北韓與中國構成
對日本安全的兩大威脅，日本更無法接受台灣落入敵對日本勢力之手。早在 1997
年的指針修正，東京就特別對於「周邊事態法」的討論與定義過程中，保留了在
台海有事時的介入空間，即便可能無法派自衛隊參戰，但這也表示日本在台海有
是不會袖手旁觀，而且其主要介入的方式，應該會是透過美日同盟來處理。
7

由於 1997 的指針修正，台海事態適用於美日同盟周邊有事的處理範圍，在 2015
的新指針修正中，不管是灰色地帶作為，或是根據 D 款「對日本以外國家的武
力攻擊之回應」，都有介入的空間。因此當防衛大臣岸信夫在二加二會議中提到
要討論自衛隊如何支援美軍的扮演角色時，到底他腦中想的根據是 1997 指針修
正出現的周邊有事條款，還是 2015 年指針再修正後出現的灰色地帶衝突，或是
201 指針修正內的 D 款，外界無從得知，但顯然所謂日本自衛隊在台海出現衝突
時什麼事都做不了(不管這是低強度的灰色地帶衝突，或是高強度的區域戰爭)，
應該與事實有出入。
因此有關美日同盟在台海有事會做什麼，在這次美日峰會聲明出現後，已經給予
可能會扮演某種角色的清晰訊號，差別在於可以做多少。這也讓台美日關係以及
未來要探討的合作議題，會出現某種微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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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歷屆美日峰會、二加二聲明等涉台文字的整理
一、三月十六日的美日二加二聲明之涉台文字
The Ministers underscored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二、在四月十六日美日峰會的共同記者會上
菅義偉在記者會的說明
We also had serious talks on China’s influence ove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world at large. We agreed to oppose any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by force or coercion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intimidation of
others in the region.
日本產經新聞在峰會記者會詢問菅義偉首相以及菅義偉的回答
Q (As interpreted.) Thank you very much. My name is Sugimoto of Sankei
Newspaper. The summit — I believe that China policy was one of the central agenda
items, so my question is on China policy. Both governments consider that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aiwa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that had been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at kind of exchange of views were conducted on this matter at today’s
meeting? In order to deter contingency in the Straits, what can Japan do? And what
can Japan do, when actually, a contingency occurs in the Taiwan Straits? Did the
Prime Minister explain to President Biden what Japan can do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nd also, were there discussions o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human
rights issue? Grave concern is shared by the two countries, but Japan is the only G7
country that has not imposed sanctions on China. Were you able to gain President
Biden’s understanding towards such position?
PRIME MINISTER SUGA: (As interpreted.) As we engaged in an exchange of
views over the regional situation, we also discussed the circumstances in Taiwan and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as well.
I refrain from mentioning details since it pertains to diplomatic exchanges, but there is
already an agreed recognition over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reaffirmed on this 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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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lso explained Japan’s position and initiatives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to the President, who I think understood my points.
三、2021 年 3 月 16 日美日峰會共同聲明的文字
We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四、2005 年 2 月 19 日美日二加二會議涉台文字
Encourage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ssues concerning the Taiwan Strait through
dialogue.
五、1969 年 11 月 21 日尼克森與佐藤榮作記者會涉台部分文字
4.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specifically noted the continuing tension over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rime Minister deeply appreciated the peacekeeping effo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area and stated that the securit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was essential to Japan's own security.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shared the
hope that Communist China would adopt a more cooperative and constructive attitude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The President referred to the treaty obligations of his countr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uphold.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area was also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securit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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