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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體自衛權之三大修法方向 

日本內閣於 2014年 7月閣議解禁集體自衛

權後，安倍隨即於 9月內閣改組新設安保法制大

臣（安全保障法制担当相）。目前由防衛大臣中

谷元兼任安保法制大臣，負責統籌與集體自衛權

相關的國內法律與國際協定的修訂與創設。依循

安倍內閣 2014年 5月 27日向執政黨協議會（安全保障法制

整備に関する与党協議会）提出的 15個安保法制事例以及 7

月閣議重新釋憲的邏輯，可以歸納日本目前完備安全保障法

制並於國會修法與新創法律的三大方向：一、強化個別安全

保障、二、國際維和一般法化、三、有限行使集體自衛權。 

圖一、日本集體自衛權法制化三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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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強化個別安全保障 

事例 1：當武裝集團船隻接近日本離島並企圖登陸，但

周邊並無海上保安廳等執法機關能迅速因應，應以自衛隊

「治安出動」或「海上警備行動」「無縫」排除此類灰色事

態危機。事例 2：當日本民用船隻於公海遭受武裝集團不法

攻擊，但周邊並無海上保安廳等執法機關能迅速因應，應以

自衛隊「治安出動」或「海上警備行動」排除危機。事例 3：

當日本周邊出現導彈攻擊徵兆，美國神盾艦進入警戒狀態而

其防空與反艦能力出現防禦空窗。在美國要求下，自衛隊應

協防美軍軍艦，並與美軍共同警戒日本周邊事態。參考事例：

當外國潛艇潛行入侵日本領海時，自衛隊應進行「海上警備

行動」要求入侵潛艇浮出水面並退出日本領海。如該潛艇無

回應要求而持續徘徊，也無法判斷該潛艇具攻擊意圖，只限

採取警告方式因應。 

 

第二、國際維和一般法化 

事例 4：當聯合國安理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決議

進行國際維和並要求日本派遺自衛隊執行非武力之後勤支

援活動，如人員與物資運送、提供燃料、醫護傷患、與維護

治安等。但自衛隊目前只能在「非戰鬥地區」執行國際維和

活動。為提高日本對國際和平與穩定之貢獻，自衛隊參與國

際維和的活動範圍應擴大至「非戰鬥現場」。事例 5：當國際

維和部隊、人員以及日本NGO執行國際維和與復興任務時，

遭受武裝集團攻擊並向日本自衛隊求援，自衛隊應使用武器

進行「馳援警衛」(駆け付け警護)。但目前自衛隊馳援現場

並使用武器之行為，當敵對方確定為「國家或準國家組織」，

將屬日本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 

事例 6：當自衛隊執行傷患運送等國際維和任務，遭受

武裝集團阻礙任務執行時，自衛隊應使用武器排除任務障礙。

但目前自衛隊執行國際維和任務並使用武器之行為，當敵對

方確定為「國家或準國家組織」，將屬日本憲法禁止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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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使」。事例 7：使用武器營救海外日本國民。當某國發生

恐怖攻擊危及當地日本國民生命安全，當事國政府無力保護

日本國民而同意日本政府派遣自衛隊至該國領土營救日本

國民。自衛隊應使用武器進行海外國民營救任務。但如恐怖

份子已占領日本國民所在地，日本目前法規禁止自衛隊使用

武器進入危險地區營救日本國民。 

 

第三、有限行使集體自衛權 

事例 8：當日本鄰近國家遭受武力攻擊，美軍軍艦協助

撤運日本僑民，而於公海上受到攻擊。雖然日本不在武力攻

擊範圍內，但預料可能遭受攻擊（武力攻撃予測事態），自

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協防運送日本國民的美國軍艦。然

而在日本沒有直接遭受武力攻擊的狀況下，自衛隊上述協防

美國軍艦之行為，已屬日本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事例 9：

當日本鄰近國家遭受武力攻擊，且美國軍艦也於公海上受到

攻擊。雖然日本不在攻擊範圍內，但預料可能遭受攻擊。自

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協防美國軍艦以及駐日美軍基地與

設施。然而在日本沒有直接遭受攻擊下，協防美國軍艦已屬

日本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 

事例 10：當日本鄰近國家遭受武力攻擊，且美國軍艦也

於公海上受到攻擊。雖然日本不在攻擊範圍內，但預料可能

遭受攻擊。自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對運載物資朝向攻擊

發動國航行之船隻進行強制停船檢查活動。然而在日本沒有

直接遭受攻擊下，執行強制停船檢查已屬憲法禁止之「武力

行使」。事例 11：當某國以及駐留該國之美軍受到武力攻擊，

雖然日本不在攻擊範圍內，但預料可能遭受攻擊。且攻擊美

國的彈道飛彈可能飛越日本領空，自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

進行攔截飛彈之任務。然而在日本沒有直接遭受攻擊下，攔

截飛彈已屬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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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日本集體自衛權相關法案 

 

事例 12：當某國以及駐留該國之美軍受到武力攻擊，雖

然日本不在攻擊範圍內，但預料可能遭受攻擊。且出現導彈

攻擊徵兆，美國神盾艦進入警戒狀態而其防空與反艦能力出

現防禦空窗。在美國要求下，自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協防

美軍軍艦，並與美軍共同警戒周邊事態。然而在日本沒有直

接遭受攻擊下，協防美軍已屬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事

例 13：當日本鄰近國家使用彈道飛彈，對美國本土發動武力

攻擊，雖然日本不在攻擊範圍內，但預料可能遭受攻擊。自

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協防美國軍艦以及駐日美軍基地與

設施。然而在日本沒有直接遭受攻擊下，協防美軍已屬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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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之「武力行使」。 

事例 14：當國際重要運輸航道（如荷姆茲海峽）發生武

力攻擊，且周邊海域已遭水雷封鎖，對日本經濟與國民生活

產生重大影響。在聯合國及各國要求下，自衛隊應行使集體

自衛權參與國際海上掃雷任務。然而在日本沒有直接遭受攻

擊下，參與國際掃雷已屬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事例 15：

當國際重要運輸航道發生武力攻擊，且周邊海域已有民用船

隻遭受攻擊，對日本經濟與國民生活產生重大影響。在聯合

國及各國要求下，日本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參與國際聯合護航

任務。然而在日本沒有直接遭受攻擊下，參與國際護航已屬

憲法禁止之「武力行使」。 

 

二、主要修法爭議 

 

第一、國際維和一般法化與自衛隊任務範圍、性質、與支援

對象 

目前《周邊事態法》限制自衛隊活動範圍僅於日本周邊，

派遣自衛隊至其他地區執行國際維和，必須由國會制定一定

時效的特別法。然而 2014年 10月 8日〈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中期報告〉提及未來美日同盟的全球性質，實際上廢止自衛

隊活動的地理限制。2014年底安倍內閣提交給自民黨與公明

黨的安保法制草案，也建議廢止《周邊事態法》並制定新的

永久法律，暫稱《支援協力活動法》（支援・協力活動法）。

雖然 2014 年 7 月閣議認定自衛隊在「非戰鬥現場」進行後

勤支援並不屬「武力行使一體化」。但公明黨認為，擴大自

衛隊海外任務範圍與性質，可能違反日本憲法禁止的「武力

行使一體化」，所以主張保留《周邊事態法》，而自衛隊海外

派遣則繼續由國會制訂特別法。 

 

第二、日本未直接遭受攻擊，自衛隊能否行使集體自衛權 

安倍內閣與自民黨認為，基於新「武力行使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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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受到武力攻擊而威脅到日本生存，或明顯危及國民生命

等「存立事態」下，自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所以主張修

訂《武力攻撃事態法》與《自衛隊法》，明記自衛隊行使集

體自衛權之廣泛原則，不再針對具體事態逐一規範。根據《自

衛隊法》第 76 條，日本遭受直接武力攻擊時，自衛隊得以

「防衛出動」行使武力。而「存立事態」等同在日本遭受直

接攻擊之外，新增自衛隊「防衛出動」的法律要件。修法後，

只要日本政府認定對美國或關係密切國的武力攻擊，可能危

及日本國家或國民安全，便能命令自衛隊以「防衛出動」行

使集體自衛權。對此公明黨表達反對意見，並主張須嚴格規

定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只限於日本周邊區域。 

 

第三、自衛隊參與國際掃雷任務 

自民黨認為，日本有八成進口石油需通過荷姆茲海峽，

此重要航道一旦遭到封鎖，便成為威脅日本生存之「存立事

態」，自衛隊應行使集體自衛權參與國際掃雷任務。此外，

當自衛隊參與戰爭期間的掃雷活動，如果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集體安全」決議時，自衛隊將陷入被迫中止掃雷任務的窘

境。所以安倍內閣與自民黨希望能獲得公明黨的理解與支持，

修改現行《自衛隊法》第 84 條第 2 項，填補法制空窗。但

公明黨則認為，掃雷屬聯合國決議之「集體安全」，違反日

本憲法，因此持強烈反對意見。事實上，自公兩黨在 2014

年 6月執政黨協議會中，對於參與聯合國制裁侵略國的「集

體安全」上並沒有達成共識，所以 2014 年 7 月通過的閣議

也未提及相關事項。 

 

第四、自衛隊「治安出動」與「海上警備行動時」使用武器

之基準 

根據《自衛隊法》第 78與 82條，當執法機關無法順利

進行維安時，經內閣決議，再由防衛大臣下令自衛隊，以「治

安出動」或「海上警備行動」執行治安維護任務。但閣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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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耗時，攻擊事態可能持續惡化，徒增自衛隊執行維安任務

的難度。因此自民黨與公明黨於 2014 年 6 月的執政黨協議

會中，決定在武裝集團登陸離島、日本民用船隻在公海遭受

武裝集團攻擊、以及外國軍艦進入日本領海並拒絕離開等三

種灰色事態發生時，可依首相的判斷下令自衛隊進行「治安

出動」或「海上警備行動」。自民黨並要求修訂《自衛隊法》

第 89與 93條有關進行「治安出動」或「海上警備行動」的

武器使用基準，以更有效因應灰色事態。而非以目前《警察

官職務執行法》第 7條的嚴格比例原則，限制自衛隊使用武

器的質量。況且如因應主權或領土侵害，自衛隊勢必無法避

免擴大武器質量的使用規模。但公明黨對此採取非常謹慎且

保守的態度，僅願意接受「運用改善」，即在特定灰色事態

授權首相快速出動自衛隊進行治安維護，但不接受修訂《自

衛隊法》的要求。 

 

三、結論：質變中的日本國防體制 

日本第 189屆正式國會已於 2015年 1月 26日開議，自

民黨與公明黨預計於 2月中召開執政黨協議會，討論集體自

衛權安保法案內容。自民黨希望與公明黨最遲在 3月份達成

共識，以利內閣於 4 月 28 日統一地方大選結束後，向國會

提出安保法案的修訂與新創。由於自公兩黨佔有眾院絕對多

數，自民黨能否取得公明黨的支持，將決定多數法案的實質

內容。再者自民黨在 2014 年 6 月執政黨協議會中，針對重

大爭議採取暫時妥協策略，換取公明黨支持閣議釋憲解禁集

體自衛權。因此預料在 3月以前，達成具體共識的可能性不

大。此外伊斯蘭國殺害日本人質事件也將加大兩黨對有限行

使集體自衛權以及參加國際維和的意見分歧。 

日本集體自衛權相關法制改革是〈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修訂與未來美日同盟轉型的主要基礎之一。自公兩黨長期聯

合執政所建立的深厚默契以及安倍目前在自民黨內的獨大

地位將有利於 5月的國會審議。在此之前，預料自公兩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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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密集的條件交換與協商，包含 8 月 15 日安倍於二戰結

束 70 週年的談話內容、對重大爭議新增附加條件、以及嚴

格規範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與國際維和任務的具體情境。

即便兩黨無法在 5月國會審議前形成共識，美日仍能先修訂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再逐步推動日本國內相關法律的修

訂與創設。 

 

總結而言，日本集體自衛權法制化的發展可以得到七點

的暫定結論：首先，東亞權力平衡的再調整、中國海空擴張、

中日競合關係、美國重返亞太、以及 2015 年〈美日防衛合

作指針〉的修訂等，已成為日本重新調整國防政策的強大外

因。安倍的政策態度只是加速變因，即及早讓日本外交與國

防政策更切合國際政治的現實發展。 

其次，日本 2013年〈防衛計畫大綱〉、2014年 7月閣議、

與 2014 年 10 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期報告〉，多次強調

灰色事態與「無縫」因應對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反應國

際安全環境主要改變趨勢，即非正規武裝威脅、非傳統武力

攻擊、網路攻擊、恐怖攻擊、海盜、以及海上糾紛與執法問

題，也同時反應目前日本國防政策與國際安全環境變化的巨

大落差。 

第三，日本國防體制將在國防法制、灰色事態因應、美

日同盟分工、美日同盟轉型與擴大、對戰略關鍵國的支援、

以及國際維和任務等六個面向繼續進行無縫調整。第四、美

日兩國將繼續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合作，積極介入南海

事務並建立多邊多層的安全架構，以制衡中國在此地區採單

邊行動的可能性。第五、此次的安保法制整備事實上大幅擴

張首相在日本國家安全的權限，也讓日本能更迅速因應國際

與周邊局勢變化，包含台海局勢。 

最後，集體自衛權法制化後，日本首相將能以更大與更

靈活的政治與戰略彈性因應台海局勢變化。中國則被迫必須

將日本如何介入台海局勢的變因加入對台動武的戰略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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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加戰略規劃上的難度與不確定性。最後、日本積極介

入南海事務，如贈送巡邏艇給菲律賓與越南並協助建立海上

衝突因應能力等，也將大幅壓縮台灣的戰略空間。如果台灣

與菲律賓或越南發生海上糾紛，如廣大興 28 號事件，一旦

菲律賓或越南使用日本捐贈的艦艇對付台灣，屆時將成為台

日關係的災難。所以台日之間應更積極強化在安全議題的意

見交換與合作，建立更多元的溝通管道，日本更應主動對台

灣說明集體自衛權法制化對台灣安全的影響，以避免不必要

的衝突與意外。此外，台灣也應尋求美國以同盟主導者的立

場，積極鼓勵與促成台日菲越之間的安全對話，防範對台灣

安全不利的事件於未然。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