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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之死：他的經濟、外交、政治遺產，與日本

的未來 
 

無論是否喜歡安倍，若要論之後日本的變與不變，仍須從日本人的角度出發。  

 

 

2020年 3月 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橫須賀特國防學院畢業典禮。攝：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安倍晉三  #評論 

 
許仁碩 

2022-07-12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助選時遭到槍擊身亡。各界在表達哀悼之意以外，也極為關注

此事將如何影響日本政局。然而，在華文世界，許多人以「抗中親台」作為安倍的歷史定位，

並以此為主軸討論日本往後的走向。但這就如日本多以「親日」化約李登輝一樣，若僅關注政

治人物面向自己方的那一面，往往會忽略了其思想與實踐的多重面向。 

無論是否喜歡安倍，若要論之後日本的變與不變，仍須從日本人的角度出發，好好盤點這位

戰後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究竟在日本留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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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經濟學」：日本人過得更好了嗎？ 

安倍晋三在 2012年重返政權時，記取了首次執政時的教訓，放低了自身在歷史與憲法議題上

的聲量，打出「安倍經濟學」的口號，矢言要讓日本脫離長年的通貨緊縮。 

日本自 1990年代的泡沫經濟崩壞以來，即便已經重整了金融秩序，但消費者已經養成了「節

約」的習慣，對物價相當敏感。這導致企業長年不敢調漲商品售價，若成本提高，則以壓低員

工薪資，或是以「隱形漲價」，亦即減少商品份量或更改成分來因應。這讓日本的生產與消費

都陷入長期停滯，進而影響了企業獲利與勞工薪資。再加上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日幣

大幅升值打擊出口產業，更是雪上加霜，這成為了 2013年「安倍經濟學」備受期待的背景。 

「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貨幣量化寬鬆、擴大財政支出、促進民間投資，已是耳熟能詳。

安倍立下「2年內通貨膨脹 2%」的目標，希望透過注入大量資金，促進企業投資，進而帶動

物價上漲，再令勞工薪資隨著企業獲利水漲船高，進一步刺激消費，形成良性循環。具體作為

包括讓日圓貶值、負利率政策、為企業減稅、由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大量購入國債與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促進女性就業並引入外國技能實習生（實質移工）以解決缺工問題、

調高消費稅率、推動國際觀光等等。 

到了 2015年，安倍提出了「2020年 GDP600兆日圓」、「出生率 1.8%」與「看護離職率歸

零」的安倍經濟學「新三支箭」。除了持續執行舊「三支箭」政策，以整體經濟指標為目標外，

也修正路線，希望透過改善育兒及長照政策，降低民眾對未能分配到企業獲利的不滿，以及

對未來生計的不安，以促進消費。同時也回應了對安倍經濟學「重市場、輕社福」的批評，讓

在野黨不易在這點上做出明確政策區隔。 

「安倍經濟學」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日經指數從 2012年的八千多點一路攀升，在 2015年突

破了 2 萬點大關。而若先排除 2020 年疫情帶來的波動，根據日本政府在 2019 年所發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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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經濟學」成果報告，日本在 GDP、失業率、女性就業率、基本工資等方面，均較 2012

年為佳。特別是日本雖廣受港台遊客喜愛，但在國際上並非觀光大國。在安倍的政策下，訪日

外國觀光客從 2012年的 855萬，躍升至 2018年的 3848萬。這些成績也是許多人肯定安倍

經濟政策的主要依據。 

 

 

2022年 7月 10日，一名女士在被槍殺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住所外哀悼哭泣。攝：Kim Kyung-
Hoon/Reuters/達志影像 

 

然而，雖然報告列出了多項指標成長，但幾乎均未達到安倍原本訂下的目標。被視為主要目

標的「通貨膨脹率 2%」，除了 2014年因消費稅率自 5%調漲為 8%，而達到 2.76%以外，全

數都在 1%以下。而 2021年的名目 GDP為 544兆日圓，距離 600兆還有相當的距離。而喊

出「歸零」的看護離職率從 2012年的 17%下降至 2020年的 14.9%，仍略高於全體勞工平均

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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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企業收益受惠於貨幣貶值、減稅等優惠政策，但未來前景依舊保守。除了急速成長的觀

光業外，日本國內亦未出現適合投入大量資本的新興產業，因此獲利並未反映在進一步投資

與加薪上。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薪資成長停滯，對景氣展望的不安依舊濃厚，加上二度調升

消費稅率，多數民眾仍不得不勤儉持家。安倍經濟學所期待的「貨幣寬鬆－企業獲利－投資

與薪資成長－消費成長－脫離通縮」的良性循環，實際上效果並不如預期。 

此外，政府報告以比較 2012年與 2019年的日本為主，批評者則認為政府故意無視了日本與

國際比較之下的相對停滯。2020 年日本的人均名目 GDP 是 39,890 美元，韓國為 31,954 美

元，台灣為 28,054美元。但去年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以韓國年增率 6%、台灣 8.4%、日本 2%

試算，提出日本的人均 GDP將於 2027年被韓國超越、2028年被台灣超越的預測。報告中並

指出日本成長緩慢的主因，是企業與政府在數位升級與產業轉型上的落後，導致生產效率低

落所致。 

而在薪資方面，根據 OECD 的統計，OECD諸國年薪的平均值從 2012年的 45,700美元，成

長至 2019年的 49,200美元（購買力平價）。同一期間內日本則僅從 38,058美元微增至 38,500

美元，排名從第 21名微降至第 22名。而女性就業率雖然增加，但日本的性別工資差距指數

雖從 2012年的 26.5下降至 2019年的 23.5，但仍高居世界前三，且與 OECD平均（2012：

13.6；2019：12.6）有相當大的差距。 

除了對其成效的評價外，安倍經濟學的在財政上的代價亦不容忽視。日本政府自 1990年泡沫

經濟崩壞後，即高度依賴國債與借款維持財政，日本政府的債務總額在 1990 年為 291 兆日

圓，在 2012年為 1131兆日圓，2019年則為 1318兆日圓。因此安倍一面強調托育與長照政

策，但為樽節財政支出，同時也持續延後年金給付年齡、調漲高齡者就醫自付額、並兩度調降

生活保護費（對窮困民眾的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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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日本金融廳在報告書中指出，除年金之外，每對夫妻應再自備 2000 萬日圓，方足以

養老，呼籲民眾應及早積極投資理財。這引發了「何不食肉糜」的大量批評，也反映了日本民

眾對未來生活的不安。 

簡言之，「安倍經濟學」是否成功，其實端看以何種角度評價。正如官方主張，企業獲利、就

業率、股價指數與觀光業等確實顯著成長。但即便是在 2015年的「新三支箭」之後，經濟成

長仍未充分惠及一般勞工，與國際比較下更顯停滯。至於經濟弱勢者的生活，則因政府補助

減少而變得更苦了。2020 年的疫情與 2022 年的通膨（通脹）雖然無法歸咎於安倍，但對多

數的日本民眾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安倍經濟學帶來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及由日本銀行與公共年金基金（GPIF）

對股市的多年挹注，是否應該退場，又在何時、如何退場。2021年日銀持有的 ETF資產總額

為 52兆日圓，GPIF則持有 49兆日圓。在日本經濟的基本面遲遲未有明顯改善之下，一旦政

府資金開始退場，該如何消化市場賣壓，將相當困難。而若因股市下跌而造成鉅額虧損，亦可

能損及日銀與 GPIF，甚至年金制度的信用與穩定。 

「安倍經濟學」原本應是針對日本經濟衰退的「強心針」，在景氣復甦，產業體質強健後就功

成身退。結果在持續了近十年後，仍然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以至於安倍在辭職後，仍堅持經

濟政策應該延續。在本次參議院選舉之前，於自民黨政權內部，就出現了應重視財政紀律與

民眾生計，進而修正經濟政策的聲浪。當時安倍親自出馬，壓下了黨內的批判，最後岸田首相

也宣稱會依循安倍經濟學路線。 

然而，在參議院選後，岸田首相接受媒體專訪，談到今後的經濟政策，媒體仍是以「失落的

『三十』年」下標，岸田首相也承認股價雖高，但一般勞工並未雨露均霑。顯然安倍經濟學的

這十年，在日本人眼中，仍未讓日本走出 1990年泡沫經濟崩壞後的失落。而在安倍逝世後，

選後黨內的經濟政策是否會有所變化，明年新任日本銀行總裁的人選，將是重要的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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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23日，人們在東京穿過澀谷繁忙街頭。 攝：Carl Court/Getty Images 

 

「俯瞰地球儀的外交」：日本將航向何方？ 

華文世界對安倍的激烈反應，也環繞著其「親台港抗中國」這點展開，隨著論者立場不同，或

痛悔憂心，或額手稱慶。就台灣而言，安倍在從政期間與台灣政界建立深厚情誼，光是近期就

在疫苗援助與鳳梨輸日上相助，也令長期在國際上受到孤立的台灣民眾備感溫暖。 

但安倍的外交路線，並非僅有「親台」而已，也無法以「抗中」來概括。作為日本首相的安倍，

多年來執行的是「俯瞰地球儀的外交」。 

安倍在 2012年競選時的知名口號為「拿回日本」（日本を、取り戻す），一般認為是為了喚

起經歷過高度成長期以及泡沫經濟時期選民的懷舊情緒，批評者則認為是要讓戰前的軍國主

義復辟，安倍本人則曾表示「是要讓日本人親手，從戰後歷史中，把日本國拿回來」。 

此一思想也體現在安倍的外交路線上，他希望日本不僅僅是緊跟美國，而是要在世界上有自

主的外交議程與空間。他一方面推動修憲與安保法案，希望增加自衛隊的正當性與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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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日本的外交籌碼。另一方面則利用日本的緩衝國地位，著力於首腦外交，在各國間力

求平衡，從中取得他心目中日本的最佳外交利益。 

安倍外交中最為人所知的，是由日美印澳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更廣泛的

「印太構想」。安倍在 2013年上任首相之後，首次外訪就選擇了越南、泰國與印尼，表達對

東協（ASEAN）各國的重視，並提倡「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安倍在 2007年第一次執

政時就提出的「QUAD」，多年來由於印度不結盟的外交傳統，以及日、美、澳各國在不同時

期的政黨輪替及外交政策轉換，四國始終難以穩定地維持合作。一直到 2019 年，「QUAD」

四國才首次招開了外長會議，此後除了軍事與外交之外，也預期將深化基礎建設、資訊安全

等面向的合作，並擴及整個印太地區。 

從「QUAD」與「印太構想」形成的歷程來看，安倍並非僅在對美關係之下考慮外交，而是充

分發揮了日本的自主性，先於美國提出了上述構想。而在推動上，也善用了日本同時作為美

國盟邦與亞洲國家的優勢，不少亞洲國家比起美國，對日本較無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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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月 11日，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論壇歡迎儀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會見國
家主席習近平。攝：Kim Kyung-Hoon/Reuters/達志影像 

 

但另一方面，安倍在首相任內，也同時著力於改善與俄中的關係。在俄國方面，日俄間在二戰

後遺留下所謂「北方領土」問題，亦即俄國在二戰末期佔領了北海道東端的四座島嶼，並在戰

後拒絕歸還。也因領土問題懸而未決，兩國間雖於 1956年簽署日蘇和平宣言宣告終戰，但至

今仍未締結和平條約。 

為了解決領土問題，安倍任內與普丁（普京）直接會談 27次，甚至招待普丁到老家泡溫泉，

表示兩人間的情誼深厚。在親善氣氛下，日本與俄國間展開了許多經濟合作，例如合作開採

石油與天然氣的「庫頁島計畫」，日本政府與企業在「庫頁 1號」出資 30%，「庫頁 2號」

出資 22.5%，所產出的石油與天然氣，也以日本為主要輸出市場。 

而在中國方面，2013年安倍上台時，面臨的是因為釣魚台國有化問題，中國各地爆發反日遊

行，甚至出現打砸日貨、日商的場面，兩國關係降至冰點。而安倍在上任之後，也因參拜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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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遭受批評，任內再也未前往參拜。日中關係在安倍的經營之下不斷升溫，終於在 2018年，

以慶祝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締約 40週年為名，安倍訪問中國並會見習近平，並正式邀請習近平

訪日。 

而在 2020年初肺炎疫情開始傳播時，日本卻遲遲不封關，一般認為安倍擔心封關會造成習近

平訪日生變，是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日本各級政府與民間團體，也都大舉捐贈口罩等抗

疫物資給中國的姐妹城市或友好團體，顯示出日中在各個層級之間，都累積了大量交流經驗

與人脈。 

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來看，反日民族主義與歷史問題，在促使中國國內團結愛國時固然相當有

效，但卻極少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議程。這只要與韓國一比，就相當清楚。透過倡導一帶一路

與亞投行，希望領導國際秩序的中國，在國內外都歡迎日本的投資與合作，同時也期待可以

透過拉攏日本，來牽制美國。而正如安倍對訪中的重視，習近平若能訪日，亦是作為中國領導

人重要的外交里程碑。 

回顧日中間的互相投資確實相當活絡，例如日本軟銀集團（Soft Bank）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

東，集團旗下的願景基金也投資滴滴等中國企業。另一方面，美的集團收購了東芝的家電部

門，騰訊則投資了日本角川書店與樂天集團。而在安倍的經濟政策當中，人口眾多的中國，是

移工、留學生與外國觀光客的重要來源。 

日本曾經在天安門事件爆發後，率先遊說各國放鬆對中制裁，被中國鎖定為突破國際制裁的

破口。對如俄國與中國一般的威權國家而言，身在所謂民主陣營，但既不提倡人權價值，又隨

時伺機左右逢源的日本，是值得也能夠利誘的對象。日本也相當清楚自身價值所在，並巧妙

地一面透過外交言論表態，站穩民主陣營的立場，也讓各國民主派人士抱持期待；但另一面

又幾乎不真的進行制裁，持續等待威權陣營前來談生意。 

就近年的例子而言，俄軍進佔克里米亞後，安倍依舊出席索契冬奧力挺普丁；在緬甸政變之

後，日本政府則主張為了維持與緬甸軍方的溝通管道，而拒絕制裁；在新疆集中營爆發後，知

名日本企業 Uniqlo始終堅持在中美間保持中立，拒絕抵制新疆棉花；而當香港反送中遭到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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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日本亦有國會議員提出應制定日本版馬格尼茨基法案，以制裁嚴重侵害人權的外國人士，

但執政黨雖表示支持，但實質上毫無進度。 

當然各國均非省油的燈，日本再會打算盤，也不可能穩賺不賠。例如與普丁的領土談判，到最

後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長期押寶中國網路企業的軟銀集團，受到近年中國政府

整頓阿里巴巴等大企業的影響，也摔了重重一跤。而日本願意賠償戰前的中國徵用工，但卻

要求企業不得遵循韓國的法院判決賠償韓國人。日韓歷史問題相當複雜，在此無法細說，但

不得不說安倍對殖民歷史問題的執著，是讓聯盟缺了重要一角的原因之一。 

 

2019年 9月 17日，東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自衛隊高級軍官會議前視察儀仗隊。 安倍承諾在改
組內閣後，將推動修改憲法第 9 條中的自衛隊規定。攝：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但即便是講究平衡與實利的日本，在中國於南海填海建設軍事基地、以海警與漁船進逼釣魚

台、並持續威脅武力犯台之下，多年來鬆散的「QUAD」與「印太構想」，也開始明確地擺出

與中國對峙的姿態。而當俄羅斯全面進攻烏克蘭時，安倍也對曾裸裎相見的「摯友」普丁束手

無策，並未阻止日本政府加入制裁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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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對日本外交路線的反制，俄中近日開始以軍艦與軍機繞行日本，再加上中國輿論對安倍

逝世的幸災樂禍，可以想見只會令日本民眾更加反感。這樣的變化與其說是日本更加重視「民

主價值」，不如說是俄中刮起的北風太過凜冽，令日本失去了轉圜空間，至少在目前找不到交

易的餘地，但不代表未來不會有改變。 

然而，不談價值，講究實利的日本外交，固然讓日本政府在交涉上多了談判空間，但對外交也

有負面影響。例如在以外國人民為訴求對象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領域，日本

向來主打動漫、傳統藝術等文化軟實力，也卓有成效。但慶應大學的渡邊靖教授在「外交」雜

誌的一篇文章指出，一個國家對外國民眾的吸引力除了來自文化特殊性外，對於人權、自由、

永續發展等「普世價值」的共鳴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但日本即便承辦了奧運這般國際盛典，對價值的倡議卻始終付之闕如。渡邊教授舉例，當日

本在國際會議上被問到「東京奧運要彰顯什麼價值？跟北京奧運有什麼不一樣？」時，卻給

不出明確的答案。若日本今後要在民主陣營中擔任要角，不僅是建立經貿與國防的同盟，如

何具體改善國內民主與人權環境，並積極對國際發聲，讓「民主陣營」名實相符，而不只是劃

分敵我的便宜標籤，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安倍政治」：公民自由的倒退 

渡邊教授指出的日本公共外交課題，其實也象徵了安倍最受批評的一點，那就是所謂的「安

倍政治」，造成了日本公民自由的嚴重倒退。根據無國界記者公布的 2022年全球自由新聞指

數，日本排名第 71，為 G7 中最低。在東亞中台灣為 38，韓國則為 43。而在民主黨執政的

2010年，日本則排名世界第 11。但安倍對於持續衰退的新聞自由，在國會答詢時只表示「日

本憲法已充分保障新聞自由」。 

而造成日本新聞自由低落的理由，則是企業與政府造成記者嚴重的自我審查，特別是媒體普

遍感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例如日本獨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規定只有加入俱樂部的媒

體，才能夠參加各部會的記者會。記者們為了擔心被排除，在採訪與提問時都會避免與政府

發生衝突，甚至提問尖銳的記者，會遭到同業的排擠。而在安倍任內，所有記者會的提問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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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事前篩選，由幕僚準備好讓安倍念稿回答，也不能追問。這也是日本人聽說台灣的防疫記

者會可以「問到飽」，感到不可思議的原因。 

201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特別報告員大衛凱伊（David Kaye）教授赴日訪查日本的新聞

自由。在 2017年發表的報告書中，除了批判前述的記者俱樂部外，還指出日本政府經常向媒

體施壓，要求修改批判政府的報導內容，甚至更換主播或評論者，特別著重福島核災與慰安

婦等歷史議題。此外，在安倍任內成立的「共謀罪」與「特定秘密保護法」，前者對「共謀」

的定義過於模糊，後者則有浮濫指定的可能，都將造成消息來源的寒蟬效應，危及新聞自由。 

而對於這份報告書，日本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岡庭建大使則當場反駁：「日本憲法已經

充分保障言論自由，日本政府向來著力於保護民主自由。」而在 2019年，大衛凱伊教授在人

權理事會上報告時表示，日本政府幾乎沒有就 2017年報告書中的建議進行改善，而這次日本

政府則不予置評。 

而在今年，公安警察（政治警察）出身，長年擔任安倍政權情治首長，被視為其左右手的北村

滋，在退休後轉任日本電視控股公司的監事。這僅是一份高階公務員退休後的肥缺，還是另

有任務，也引發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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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月 10日，東京行人走過一個展示日本參議院選舉候選人海報的佈告牌。攝：Toru 

Hana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在日本媒體「一片和諧」的背後，安倍任內則是弊案纏身，例如 2017年關說圖利特定私校的

「森友學園」（將國有地以市價一成賣給該校）與「加計學園」（特別許可該校設立獸醫系）

案、2019年被發現連年使用公家預算，違法招待支持者飲宴的「賞櫻會」、2020年在疫情期

間花費 466 億日圓公帑，向空殼公司採購無效但昂貴的布口罩發給全民，通稱「安倍口罩」

事件等等。 

這些案件都有相當明確的證據：在「森友學園」案中被命令竄改公文書以隱蔽安倍涉入的公

務員赤木俊夫，留下抗議遺書之後自殺身亡。其遺孀對媒體公開遺書後，提起國家賠償訴訟，

要求法院查明真相。但就在部分命令赤木竄改公文書的信件在法庭上被公開後，政府在去年

突然轉而認諾，支付了一億日圓的賠償，就此終結訴訟。 

而在「加計學園」案中，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先表示經過內部調查，並無相關文件。

但其後文科省的前事務次官（事務官的最高職位）前川喜平，出面公開證實在本案受到來自

總理的施壓，在追查後發現確有相關會議記錄。但前川本人在出面作證後，旋即被爆料涉及

買春，最後又發現該買春報導是烏龍一場。 

在這些弊案中，安倍本人最終都能全身而退，除了媒體未能持續追查外，一般認為擔任東京

高檢署檢察長的黑川弘務力挺安倍，也是重要的因素。安倍甚至在 2020年特意修法，要讓本

應屆齡退休的黑川，能當上檢察總長。最後引發網路輿論反彈下，黑川又被爆料在防疫期間

仍與記者打麻將賭錢，就因此引咎辭職，修法也就不了了之。 

另外比新聞自由還要低落的，是由世界經濟論壇所統計的性別差距指數，日本在 2021年僅排

名世界第 120，在亞洲還低於韓國（102）與中國（107）。而日本排名低落的主因，是在政

治領域的極端性別不平等。目前日本的眾議院議員與內閣閣員的女性比例，均不及 10％，亦

從未出現過女性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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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 2018年通過了「男女參政促進法」，要求各政黨在提名時要盡量顧及性別比例。但在

2021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僅提名 9.8%的女性候選人，執政聯盟的公明黨則為 7.5%，

各在野黨則在兩到三成左右，顯然執政黨並無促進女性參政的意願。 

在缺乏女性參政的情況下，日本至今仍維持全球罕見的「夫妻強制同姓」制度，在實際上幾乎

都是由女方改為男方的姓氏。而同性婚姻以及針對 LGBT 的反歧視法等與性別平權相關的法

律，也遲遲無法進入日本的國會議程。實際上即便在自民黨內部，也有許多議員對性別議題

持較開放態度。但以安倍為首的政治勢力，包括許多支持自民黨的宗教團體，以守護日本傳

統家庭價值之名，仍舊將反對性別平權，作為主要的政治綱領。 

在安倍所涉及的案件中，司法、媒體與政治間是否有更深的內幕，在當事人已逝的今日，或許

是難有解明的一天了。但他留下的「安倍政治」，是持續倒退的言論自由、失去中立性的事務

官僚與檢察體系、以及遙遙無期的性別平權。這些均非傾向特定政黨的主張，而是支撐健全

民主體制的必要基礎。對在意這些價值的人們而言，安倍在外交上越是以「民主、自由與人權

的捍衛者」自居，對照日本國內的「安倍政治」，就越顯得諷刺。 

「偉大領袖」是一面照出歧異的鏡子 

要評論一位像安倍一樣的資深政治家，其實並不容易。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往往具備深遠

的層次與複雜的面向，又經常隨著時勢而變化，再加上檯面下一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與

考量。這篇文章所能論及的，也不過是其中一個切面罷了。 

但正如安倍逝世激起的各方反應，當我們在談論安倍，或是任何一位「偉大領袖」時，往往也

是在談論我們自己。許多台灣人對安倍的感念，來自於面對中國武力威脅的焦慮，因此安倍

的雪中送炭，格外讓人心暖；而期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們，則視安倍所留下的外交佈局

為眼中釘。在日本有著許多受惠於安倍，或是認同安倍理念的人，流著淚懷念他是如何地和

藹可親又高瞻遠矚；但同時也有許多人，因為所在意的價值或人們遭到踐踏，對「安倍政治」

感到深深的憂心與憤怒。 

安倍已經過世了，但談論他的人們還要繼續走下去。當我們發現其他人對安倍，或是任何一

位「偉大領袖」與自己有不同評價時，那並不一定代表你們之中有誰是對的或錯的，而或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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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了你們在處境或是價值上的不同。也正是因此，對「偉大領袖」──或者說是歷史──的

完整記錄與自由討論，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我們能因此更理解彼此的歧異從何而來，察覺到

自己的盲點，進而開啟更深入的對話的話，才能向著共同的未來，更往前一步。那多半是艱難

的一步，但卻是重要的一步。 

 
2018年 3月 25日，日本東京舉行的自民黨年度黨代會期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發表講話。攝：Issei 
Kato/Reuters/達志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