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簡述 
 

企劃處主稿 

 

▓1979 年鄧小平首次提出「小康社會」概念，用以描述「中國式

的現代化」；中共「十三大」根據其構想，提出「三步走」發展

策略實現「小康社會」目標。 
▓江澤民於中共「十五大」及「十五屆五中全會」分別提出「進

入和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於中共「十六大」

提出新的「三步走」，分 2010、2020、2050 三個階段，逐步達

到現代化目標。 
▓胡錦濤進一步將其「和諧社會」的概念，加入小康社會建設之

中，其「科學發展觀」亦被提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推

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 
 
1979年鄧小平提出「建立小康社會」，並分「三步走」來實現目標

。1997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進入和建設小
康社會」，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十六大」江澤民進一步提出新

「三步走」的進程。「十七大」胡錦濤強調要將「科學發展觀」貫徹落

實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前後30年間，三代中共領導人均一再
重申「建設小康社會」，而何謂「小康社會」？中國大陸社會何時才能

達到「小康」？試簡述之。 
 

（一）「小康社會」起始 
1.「小康社會」的提出 

1979年 12月 6日，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首次提出「小
康」、「小康社會」概念，用以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並稱「到本

世紀末，我們只能達到一個小康社會，日子可以過」（光明日報，2002.9.17）。 
鄧小平所提的「小康社會」是以 1980年中國大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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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數，用每 10年時間翻一番，到 20世紀末約達到 1,000美元（光明

日報，2002.9.17）。 
1982年，中共「十二大」確定「小康社會」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到 20
世紀末的奮鬥目標。 

2.「小康社會」意涵（光明日報，2002.9.17） 
小康社會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人均生產

總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家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顯著

增強的社會發展階段。 
從人均國民收入來講，生活並不富裕，但國民收入分配是使所有的人

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  
是一個科學和教育投入有較多增加，精神文明建設有大變化的發展階段。 
將在繼續發展沿海地區的同時，解決內地的發展問題；小康社會是國

際影響擴大的社會發展階段。 
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指標，也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是經

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向中等發達國家不斷接近的社會發展階段。 
小康社會將持續大約 50年，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動的過程，前期與後
期的水平差異很大；小康社會的水平不斷提高，小康社會也日益向基

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逼近。   
3.「三步走」發展策略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構想，確定分「三步
走」實現「小康社會」。 
第一步從 1981年到 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
問題。 
第二步從 1991 年到 20 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
達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 21 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新華社，2000.9.20）。 
中共官方統計顯示，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社會」目標，扣除物價

上漲因素，已在1997年提前完成。依官方統計，1980年中國大陸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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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總值為463元（人民幣，以下同），1997年為6,420元，1999年為7,159元。基
本上已實現第一、第二步的目標。 

 
（二）「十五大」－「進入和建設小康社會」 
1.「進入和建設小康社會」 

1997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提出「進入
和建設小康社會」。也就是說，在實現鄧小平提出的「建立」小康社會

的目標後，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完成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光

明日報，2002.9.17）。 
2000年10月9日，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江澤民就「十五計劃

」發表講話，宣布開始實施現代化第三步戰略部署，強調堅持市場取

向，建立開放型經濟，讓有腦者「先富起來」（明報，2000.10.10），不斷提高人

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通訊社，2000.12.5）。 
2.「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工作  

2002月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演講時指出，要「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應做好幾方面的工作（光明日報，2002.9.24）： 
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推進經濟持續健康和快速的發展。 
要把改革作為發展小康的必由之路，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推進小康社會的建設。 
促進不同區域的共同發展，使全國都能相繼進入比較發達的小康階段。 
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保障小康社會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

全面進步的社會。 
以城市為龍頭，以農村為重點，堅持城鄉協調發展。 

 
（三）「十六大」－新「三步走」 

在中共「十六大」開幕式上，江澤民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

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政治報告時，提出「全面建設小

康社會」新的「三步走」的發展目標，分2010、2020、2050三個階段
，逐步達到現代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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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前是第一步。「九五計劃」將目標定為，2010年國民生產總值
要比 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 14億人以內，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從 2010年到 2020年，是第二步。目標是「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
制度更加完善」。   
從 2020年到 2050年，以 30年的奮鬥，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段主
要是從戰略的高度提出奮鬥的目標（光明日報，2002.9.24）。 
新「三步走」是對原有的「三步走」的進一步展開。鄧小平的「

三步走」，對第三步只有大略的構想。在走完前兩步之際，江澤民訂出

第三步的具體目標和步驟，明確新「三步走」的目標和任務。新的「

三步走」戰略，實際上也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光明日報，2002.9.24）。 
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則有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

光明日報，2002.9.24）。 
以發展生產力為第一要務，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厚經濟基礎。 
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精神動

力和智力支持。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 

 
（四）「和諧社會」、「小康社會」與「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後，又再進一步將其「和諧社會」的概念

，加入「小康社會」建設之中。2005年胡在「省部級幹部構建社會主
義和諧社會能力研討會」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面

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重大任務（人民日報海外

版，2005.2.21）。 
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也被提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

推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

發展全局，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解放軍報，2004.12.6）。 
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共中央提出「十一五規劃」。這是中

共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後的第一個5年規劃（新報，2005.10.11），即是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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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濤主張的「和諧社會」為核心，將「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全

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求是，2008.1.1）；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冀望目標實現之時，

中國大陸成為基本實現工業化、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

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新華社，2007.10.15）。 
 

二、農村改革發展是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
核心議題 

 
臺灣大學陸雲教授主稿 

 

■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在繼續維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之下，

對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制度做出改革，使其符合當前農業經營的

需要。 
■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將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達成「城鄉經

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納為今後農業發展的重要政策。 
■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將以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自許，爭

取更多農業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入農村，改善農民缺乏資金

周轉的困境。 
 
今年 10 月 12 日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閉幕，在

通過的各項決議中，「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

決定」被視為最重要的決議，將對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發展產生重大與

長遠的影響。為何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如此重要？其與中國大陸亟需解

決的農業、農村、農民等「三農」問題有何關連？為何「三農」問題

如此迫切需要解決？為何過去 30年（1978-2008）來此一問題遲遲未能解決？

此次決議的重要內容為何？對兩岸農業關係是否有所影響？這些問題

其實都值得進一步的審視。   
農村改革發展其實就是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而三農問題的核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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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則在中國大陸農民收入的極度偏低，但此一偏低並非指絕對數值，

而是其與非農民收入相比。造成此一農民收入與非農民收入相比極度

偏低，且其差距日益擴大的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非農業部門發

展的速度遠較農業部門快速。例如 30年來農民每人每年收入雖由 1978
年的 134元人民幣，快速增加到 2007年的 4,140元人民幣，平均每年
成長 7.1％，但在非農業部門發展更快速下，同一時間城鎮居民與農民
的收入比，卻從 2.6比 1，擴大到 2007年的 3.33比 1（此一比例在 1984 年曾改善

到的 1.8 比 1，但之後即不斷惡化），若無有效對策，此一差距將會繼續擴大與更形惡化。 
為何此一差距擴大問題如此嚴重？除了這些年來問題一直未得有

效解決之外，另一重要原因是農村人口占中國大陸人口的 60％以上，
農業勞動力亦幾占中國大陸總勞動力的 30％，因此農民收入偏低問題
的不能有效解決，除糧食穩定供給受到影響外，中國大陸農村社會的

安定亦將受到威脅。其實農業發展相對落後所導致的收入差距問題，

若非改革開放 30年來都市就業機會快速成長，大多數農家均有相當收
入來自非農業部門（如赴城市打工），農民收入相對偏低的情況將遠比現在嚴

重。這也是為何過去 5年(2004-2008)來，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每年年初發布的

「一號文件」，都以農業為對象的原因。 
為何 30年來的經濟改革未將農業問題妥善解決？原因之一是改革

開放之初，農民占全中國大陸人口的 4/5，少數的 1/5非農業人口根本
無力協助解決農業問題。其次由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大陸整體貧窮，

鄧小平所擬具的經濟發展策略，本來就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

不平衡發展策略，因此過去 30年來中國大陸絕大部分的政府投資都集
中在沿海地區或工業部門，內陸或農業省分得到的資源很少，在農民

本身無力大力投資農業下，農業部門發展就相對落後。第三則是 30年
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業方面仍有不少改革尚未完成，或需進一步

繼續改革，以致農業發展的潛力無法完全發揮，這也是此次中共「十

七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所以重要的原因。 
這些亟待改進的農業體制之一，是農地經營權的流轉。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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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業開始，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廢除人
民公社制度，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所謂「承包制」就是農民以承

包方式從農村集體取得土地，回復過去以家庭為單位的耕作制度，承

包戶則每年付給集體一定的承包費用。然而農民只取得土地的承包經

營權而非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仍歸農村集體所有。不過隨著經濟發展，

城市須要大量勞動力，農民開始大量且長期的赴城鎮打工。在此情形

下，有些農民不願繼續務農或打算縮小經營面積，有些農民在無法赴

城市工作下則希望擴大經營面積，因此自然產生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

轉（移轉）需要。 
這些現象在土地私有的國家就不會發生問題，因為只要土地市場

存在，甚至不需政府多所介入，土地租佃或買賣即可順利進行。但在

中國大陸農村土地所有權仍是農村集體所有的情況下，就產生許多不

容易克服的土地經營權管理問題。在流轉不易或屢生糾紛下，農村土

地的使用自然無法達到經濟效率的要求，特別是企圖藉土地經營權流

轉以擴大經營規模並達成規模經濟。因此此次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

即是在繼續維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之下，對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制度做

出改革，使其符合當前農業經營的需要。亦即依照依法、自願與有償

等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

土地承包經營權。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推動農村改革發展的另一要點，是要大

力改善 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前「城鄉二元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居民
福利待遇的差異，而其方式則是盡量提供赴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與城市

居民相似的福利。過去在二元體制下，農村是農村，城市是城市，農

民戶籍在農村，不能自由遷徙到城市，也無法如戶籍在城市的居民一

般，享有住房、醫療、教育、退休養老等的各項優待與福利。經濟體

制改革後，農民雖得赴城市長期務工，但其本人與隨行家屬由於戶籍

不在城市，仍不得享有城市居民所有的上述各種福利。 
有鑑於此，此次會議特將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達成「城鄉經濟社

會發展一體化」，納為今後農業發展的重要政策。換言之，為求公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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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入城工作的農民工，中國大陸將加強其權益的保護，逐步讓其在勞

動報酬、子女就學、公共衛生、住房租購上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

遇，並改善其勞動條件，保障其生產安全，擴大其傷害、醫療、養老

等的保險。另外也將推動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農民在中小城市落戶的

條件，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秩序的轉變為城鎮居民。 
另外由於中國大陸農民不易從農村金融機構取得生產與生活上所

需的資金，農業剩餘大多流入非農業部門，因此這次中共「十七屆三

中全會」也以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自許，爭取更多農業信貸資金和

社會資金投入農村，改善農民缺乏資金周轉的困境。此外由於政府財

政遠較過去充裕，因此也將繼續大幅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

事業發展的資源投入，特別是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專案的資

金投入。由於 6成的全國人口集中在農村，4成以上的全國勞動力也投
入農業，但農民與農業卻不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因此此次會議也

計畫將縣鄉地方人大代表的產生制度，改成跟城市一般，亦即按照相

同人口比例選舉，以提升農民在地方政府政策制訂上的影響力。最後

此次「十七屆三中全會」也具體計畫在 12年之間將農村居民平均收入
增加一倍，從今年估計的 4,500 元人民幣，增加到 2020 年的 9,000 元
人民幣（若假定每年通貨膨脹率在 3％或 4％左右，則 2020 年中國大陸農村居民每人實際收入將達到 12,000 到 15,000

元人民幣之間）。 
綜合以上所述，中共在此次「十七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農村改

革發展議題上，除具體設定將農村居民收入在 2020年「翻一番」外，
其重點應包括兩方面：一是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機

制，方便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以提升其農業經營效率；另一則是基

於公平的原則，加大對進城務工農民的生活照顧，提升其福利，以適

度打破城鄉二元制的分割禁錮。透過這些政策，農業、農村、與農民

的「三農」問題，將可得到相當程度的紓解。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會議允許經營績效較佳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

從事信用合作業務。過去中國大陸農民合作組織是以「產品別」的方

式進行組織，從事農產品的產銷專業活動。由於規模小，業務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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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濟實力並不強，在代表農民發聲上欠缺力量。此次會議同意農

民專業合作組織從事信用合作業務，似乎有意將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

方向，從過去「產品別」的「單一專業」組織型態，導向綜合型「多

職能」的組織型態，開始類似臺灣農會的綜合業務組織方式。此一組

織業務的擴大，除有利中國大陸農村金融問題的解決外，在經濟實力

增強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未來中國大陸農民權益的爭取保障與農

業政策的制訂上，應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量。 
由於臺商農業投資占中國大陸外商農業投資的首位，其投資金額

超過整個中國大陸農業外資的一半，因此此次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

引導外商投資發展現代農業、健全符合WTO規則的外商經營農業准入
制度、建立外資併購中國大陸農企業的安全審查機制的有關決定，勢

將對臺商投資大陸農業產生影響，但其影響大小，以及是否會再一次

帶動臺商中國大陸農業投資的風潮，則與臺灣農業發展所採政策以及

兩岸關係發展程度有密切關係，值得進一步觀察。 
 
三、近期中共援外政策之發展走向 

 
中興大學蔡明彥副教授主稿 

 

▓中共援外計畫以無息與優惠貸款占最高比例，約 41％。 
▓2002 至 2007 年，中共對東南亞國家的援助金額約 126 億美金，

基礎建設占 59％，主要受援國為緬甸、寮國與柬埔寨。 
▓2007 年中共援助非洲金額約 14 億美金，主要受援國為安哥拉、

奈及利亞、莫三比克、蘇丹與辛巴威。 

 
近年來，隨著中共國內經濟穩定成長，其對外援助的規模不斷擴

大，援助方式也越來越多元，成為中共執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中

共推動對外援助，名義上是為了履行國際義務，但實際上還是在配合

外交政策的推展，追求中共國家利益。近期中共援外政策的發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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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援助方式、援助對象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共援外政策的反應，大致包

含以下特點： 
 

（一）援助方式 
中共對外進行援助的活動與金額，向來缺乏明確資訊，中共政府

內部也沒有專責機構負責政策的執行與監督，導致相關活動相當不透

明，外界所知有限。尤其中共援外計畫的經費，並非每年在政府預算

下編列固定額度，而是依照外交政策的需要隨時進行調整。 
中共推動援外計畫，通常透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1.無償援助；2.

提供受援國貸款（包括無息與優惠貸款）；3.撤銷或減免受援國積欠債務；4.協助
受援國進行基礎建設（包括興建工業、農業、交通、通訊、文教、衛生等公共設施）；5.與受援國
簽署貿易及投資協定（大多數貿易與投資協定運用在能源領域，推動與受援國間的能源合作計畫）；6.
派遣顧問團或青年團赴海外從事中文教學、中醫治療、農業科技、體

育教學、電腦培訓、國際救援等方面服務（根據中共商務部對外援助司的資料，從 2005 年

至今，中共已派出 200 多名青年志願者至泰國、衣索比亞、寮國、緬甸、辛巴威等國服務）。 
前述許多援助方式，並不符合「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國際貨

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重要國際組織對「海外開發援助」（Overse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傳統定義。假如將中共和其他國家簽訂貿易與投資

協定一併納入計算，中共將是世界上最大的雙邊性對外援助國。 
在各種中共對外援助的方式中，無息與優惠貸款占的比例最高，

大約 41％，無償援助則僅占 3％。有關中共對外援助的金額，外界無
法掌握具體數據，從中共國家統計局 2003 至 2006 年公布的統計年鑑
來看，中共每年的援外金額大約為 9億 7,000萬美金，但這項數據可能
並未包含貸款部分的援助計畫。假如將對外援助貸款與海外投資計畫

納入計算，依照中共公開宣示的援外金額進行統計，其在 2007年對東
南亞、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的援助金額高達 310億美金，比 2005年增
加 3倍，比 2003年增加 20倍。 
 
（二）援助對象 
    中共商務部對外援助司在今（2008）年 1月 30日公布的資料顯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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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自 1950年開始對外進行援助至今，已向世界各地 160多個國家提供
援助，協助受援國興建近 2,000個公共工程項目。目前中共在世界各地
提供的援助計畫，主要發展狀況如下： 
1.東南亞： 

中共在 2002至 2007年間，宣布對東南亞國家提供的援助約有 126
億美金，其中基礎建設占 59％，投資與天然資源開發占 38％，人道援
助、軍事援助、興建文化與運動中心等計畫占 3％。在援助對象方面，
中共在東南亞主要的受援國為緬甸、寮國與柬埔寨。近幾年，中共提

供這些國家許多基礎建設與能源開發的興建計畫，而這些國家則以提

供開採當地石油與原料的機會回報中共。 
目前中共是緬甸最大的援助國，協助緬甸政府興建道路、鐵路、

機場、港口以及開採能源與礦產。此外，中共也是柬埔寨最大的援助

國，援助重點放在興建基礎設施與水力發電計畫。2007年，國際社會
宣布對柬埔寨的援助金額約為6億8,000萬美金，其中9,100萬美金來自
中共。中共官方宣布在2007至2009年期間，提供柬埔寨的援助金額約
為2億3,600萬美金（日本對柬埔寨的援助金額為3億3,700萬美金，歐盟則為2億1,500萬美金）。至於中

共對寮國援助，則集中在提供優惠貸款、開發計畫、技術援助，協助

寮國興建運輸系統、基礎設施與水力發電計畫（金額約1億7,800萬美金）。除了前

述3個國家外，中共在東南亞的其他受援國還包括：越南（胡錦濤在2006年訪問

越南時，提供4,500萬美金的援助貸款，協助越南興建鐵路、水力發電設施與造船設施）、菲律賓（2007年1月，溫

家寶與菲律賓總統艾諾雅【Gloria Macapagal-Arroyo】簽署20項經濟協定，包括興建鐵路、投資農業、提供貸款協助開發偏

遠地區）以及印尼（胡錦濤在2005年與印尼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宣布成立兩國戰略夥伴關係，

包括提供印尼3億美金的貸款援助）。 
2.中亞： 

中共對中亞國家提供的援助，大多以優惠貸款為主，主要由政府

或合資企業提供中亞國家購買中國大陸設備與服務的資金援助，另有

部分貸款用於推動教育交流計畫。 
2004年，中共曾對「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成員國提出價值

9億美金的貸款計畫，主要援助重點放在改善中亞國家和中國大陸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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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運輸與通訊系統，目的在促進這些地區與中共的雙邊貿易，並

帶動新疆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基於對中亞地區邊界情勢的關切，對中亞國

家的援助常包含與安全設備有關的項目。例如：中共在2006年提供土
庫曼250萬美金貸款，為其海關添購檢查裝備；在2007年3月提供吉爾
吉斯內政部價值32萬美金的電腦、防爆裝備與夜視器材；在2007年5月
提供烏茲別克內政部犯罪偵察設備。 
3.非洲： 

中共對非洲國家的經援，主要透過商業與雙邊信用貸款的方式進

行，用以提升中非之間的雙邊貿易與投資。這些貸款大多被指定用來

購買中國大陸提供的貨品與服務。執行方式通常由中共國營的「中國

進出口銀行」提供優惠貸款與國際借款保證，再由中共商務部對外援

助司推動相關援助計畫，包括透過招標，選擇中國大陸國內企業執行

援助款項。 
2006年 11月，胡錦濤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宣布 8項措施

（包括擴大中共對非洲的援助規模，至 2009 年對非洲援助規模將比 2006 年增加 1 倍；在今後 3 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 30 億

美金優惠貸款與 20 億美金優惠出口信貸；設立「中非發展基金」，基金總額逐步達到 50 億美金；免除與中共有外交關係

所有非洲重債窮國與最不發達國家截至 2005 年底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中共國務院為了落實相

關計畫，責成中國開發銀行管理「中非發展基金」，並由其他功能性

部會包括衛生部、教育部與農業部負責派遣技術人員到非洲國家，從

事交流與訓練計畫。2007年 5月，中共國務院透過中國開發銀行撥交
「中非發展基金」10億美金款項，預計用於 30個援助計畫，大部分與
發展當地農業、製造業及基礎建設有關。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部門在今年8月公布的報告，中共在2007年對非
洲國家援助的金額大約為14億美金，較10年前的4億5,000萬美金明顯成
長。至於援助對象，則以安哥拉、奈及利亞、莫三比克、蘇丹與辛巴

威等國為主，占援助總額80％。 
4.拉丁美洲： 

中共對拉丁美洲的援助占其對外援助比例不高，約 10％。至於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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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拉丁美洲國家的方式則包括： 
（1）購買債券：中共為了拉攏臺灣在拉丁美洲地區的邦交國，曾

在 2007年 6月與哥斯大黎加政府簽署協議，承諾分兩階段購買哥國總
計大約 3億美金的債券，並且無償提供哥國 1億 3,000萬美金的直接經援。 

（2）人道援助：中共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援助在近年來也包含人道
援助計畫，提供當地國家在遭遇地震、洪水、颶風後的災難救助，包

括提供優惠貸款（2007 年 8 月，中共提供秘魯地震重建經費 30 萬美金）或免除債務（2007 年 7 月，

中共宣布免除圭亞那 1,500 萬美金債務）。 
（3）成立開發基金：2007年11月，中共與委內瑞拉成立「聯合開

發基金」，由中共與委內瑞拉各自負責40億與20億美金，提供貸款在
兩國從事基礎設施、能源開發與社會建設。中共方面已在2008年2月提
撥相關資金，委內瑞拉則以石油償付。另外，2008年10月24日，「美
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接納中共成為第48個成員國，中共
承諾將向開發銀行撥出3億5,000萬美金的款項，並指定其中1億2,500萬
美金提供低利「特別行動基金」專用，第二筆專款7,500萬美金列為「多
重援贈款」，協助提升各國中央、地方政府及私營機構的效率。另有

7,500萬美元撥付「多重投資基金」，協助發展微型企業。 
    （4）減免債務：中共在 2008年 11月 5日公布「中國對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其中第 11 條提及中共願意在能力範圍內減免拉
丁美洲國家對中共的債務。 
 
（三）國際反應 

中共的援外政策引發國際社會兩極化的反應。對低度開發國家而

言，中共提供的援助具有一定程度吸引力，並且創造不錯的外交成效，

原因在於： 
1.中共對外提供援助不要求附帶條件，不像西方國家要求受援國

必須進行民主改革、市場開放與環境保護。 
2.中共推動援助計畫的時程較快，不像西方國家必須經過各種社

會與環境評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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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在提供外國援助時，常由兩國領導人親自宣布相關計畫，
刻意創造政治上的附帶效果與象徵意義。 

4.中共的援助計畫包括在受援國興建政府大樓、基礎設施、醫院
與能源設施等有形的工程建設，可具體呈現援助的成果。 

然而，中共援外計畫也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批評，認

為相關援助並未對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帶來真正貢獻： 
1.中共無附加條件的援助計畫，衝擊西方國家利用援助、推動低

度開發國家政經改革、打擊貪污與保護環境的努力。 
2.中共的援助對象包括許多獨裁政權，讓這些國家有恃無恐，不

理會國際社會對其人權問題的批評。 
3.中共的對外援助計畫不夠透明度，容易助長低度開發國家官員的貪

污。 
4.中共雖公開承諾許多援外計畫，但實際履行多少，無法證實。 
5.中共推動援外計畫時，常引進其國籍企業，不僅忽略勞工安全、

提供過低工資、污染環境，也對當地企業造成排擠效應。 
隨著中共援外計畫不斷推展，西方國家對其關切也逐漸升高，美

國前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在今年6月5日召開的國會聽證
會中便提出呼籲，希望中共能經由多邊管道或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

銀行）執行援外計畫，和國際社會採取一致的援助標準，以提升低度開發

國家的「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奠定有助於當地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的基礎。 
 
四、中共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 
 

企劃處主稿 

 

▓10 月 24-25 日，中共舉辦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探討如何推

動亞洲與歐洲國家的合作，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會議發表「關於國際金融形勢的聲明」，呼籲各國採取負責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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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貨幣、財政和金融監管政策，加強監管，並充分利用此

區域合作機制，加強信息溝通、政策交流和監督管理等務實合

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切實

發揮其職責所賦予的作用，幫助穩定國際金融形勢。 

 
（一）背景說明 

1.「亞歐首腦會議」是「亞歐會議」（成立於 1996 年，是亞洲和歐洲兩地區政府間級別

最高、規模最大的跨區域論壇，其宗旨為透過加強相互間對話、了解與合作，為亞歐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以建

立亞歐新型全面夥伴關係）的最高級別會議，負責確定「亞歐會議」的指導原則和

發展方向（每 2 年舉行一屆，在亞、歐兩洲輪流舉行，迄今已舉辦 6 屆。現有成員計 45 個，其中亞洲 17 個，包括：

東協 10 個成員、東協秘書處、中共、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和蒙古；歐洲成員 28 個，包括：歐盟 27 個成員國和歐

盟委員會）。此會議為亞洲和歐洲的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多層次、多領域的對

話平臺，讓各國能夠就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探討以形成共識，對於解

決具體問題雖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惟仍具協調功能及象徵意義。 
2.第 7屆「亞歐首腦會議」由中共主辦，由於此會議係中共在北京

奧運及殘障奧運會後舉辦之重要國際盛會，且召開的時機適值國際金

融危機爆發後，會中能否就當前國際金融形勢充分交換意見並達成共

識，會前備受各方關注。 
 

（二）會議概況 
此次會議，來自亞歐兩大洲 45個亞歐會議成員領導人和代表出席

（其中包括 10 位國家元首、26 位政府首腦和地區組織負責人），會議主題為「對話合作，互利共

贏」，議程涵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 3個領域，中共並因應國際金融
現勢及時調整議題，將「國際經濟」與「金融形勢」列為首要議題。

此外，會中亦針對糧食安全和救災合作等全球性問題、國際和地區形

勢、可持續發展、加強不同文明對話等倍受關注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

共同探討因應對策。會議期間，中共高層(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除在會

中發表演說外，會後並與各成員國領導人進行 40多場雙邊會晤。 
1.中共領導人重要談話 
（1）胡錦濤：在開幕式致詞（講題為「亞歐攜手合作共贏」）中強調，會在能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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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的範圍內，為因應這場金融危機作出積極努力，採取一系

列重大舉措，本著負責任的態度，與國際社會一起努力，維護

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 
（2）溫家寶（在首腦會議及會後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針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提出 4點建議（1. 各國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2. 加

強政府間的協調與配合；3. 促進區域財金對話與合作；4. 推動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呼籲各國以

「信心、合作、責任」來應對，並認真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

處理好 3個關係（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係、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係、儲蓄與消費的關係）。

在世界金融危機加劇漫延的情況下，中方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

展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並將積極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

金融峰會，採取合作和務實的態度，與其他國家共同商討應對

危機的辦法。 

中方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問題奶粉」事件主要是監管出問題，

將採取 3 個步驟（1..認真處理問題奶粉事件，不僅要處理直接責任人，而且要追究領導責任；2..

對於食品從生產到運輸、加工、配方、製造的每一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監督，規定每道環節的責任，特別是法律

責任，以維護人民群眾健康和安全；3..把食品安全納入法制的軌道，將以貫徹「食品安全法」為契機，全面加

強食品安全的管理）加強管理，以行動和產品的質量來贏得人民和世界

各國的信任（文匯報，2008.10.26)。 
2.中共高層與其他國家領導人之會晤：會議期間，中共高層與各成員國
領導人進行 40多場雙邊會晤（胡錦濤與溫家寶分別會見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日本首相麻生太

郎、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薩柯奇、芬蘭總統哈洛寧、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馬爾他總理

貢齊、柬埔寨首相洪森、泰國總理頌猜、奧地利總理古森鮑爾、印尼總統蘇西洛、汶萊蘇丹哈納爾、愛爾蘭總理考恩、

斯洛文尼亞總統圖爾克等），茲就中共與重要國家之會晤綜整如次： 
（1）日本 (胡錦濤與溫家寶分別會見日本首相麻生太郎)： 

胡表示，中共願與日方共同努力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希望雙方根

據中日 4 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加強對話和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增進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相

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繼續攜手推動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和東亞區域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擴大共同利益）。 
溫表示，願同日方一道，按照中日 4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
和精神，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面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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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方應加強政策對話和協調，穩定金融市場，擴大經濟、

技術合作。中方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是負責任的，願加強同包括

日本在內的有關國家的合作。中日已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

識，雙方要繼續努力妥善解決有關問題。 
麻生表示，日中關係是互不可缺的夥伴關係，兩國應該繼續開展

各層次對話和交流，發展戰略互惠關係（日方願與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及時就雙

邊關係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就國際金融、六方會談等重大問題加強溝通協調。日方高度重視日中經濟

高層對話，希望持續完善此機制，擴大兩國在重點領域的合作。日方希望在食品安全、東海等問題上同中方加

強協商合作，妥善解決有關問題）。麻生並提出建立熱線的建議，雙方達成協

議，同意在東京和北京之間建立熱線，以增加及鞏固雙方的互

信。此外，中共總理溫家寶與麻生並共同出席「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日本國領事協定」和「互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關

於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批准書的證書」的簽署儀式。 
（2）越南：溫家寶與越南總理阮晉勇舉行會談，簽署「中越聯合聲

明」(越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越南

不同臺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中方對越方上述立場表示讚賞。此外，對於兩國陸地邊界勘界工作，雙方達成早

日簽署勘界議定書和新的邊界管理制度協定。另，對於南海問題，雙方重申恪守兩國高層共識及「南海各方行

為宣言」精神，保持海上問題談判機制，按照國際法所確認的法律制度和原則，尋求雙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長

久的解決辦法，同時積極研究和商談共同開發問題，以便找到適合的模式和區域)，阮晉勇並會見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此外，雙方另簽署了 8份合作文件（兩國政

府關於建立領導人熱線、邊境衛生檢疫協議、中方向越南提供出口買方信貸的貸款總協議、關於在海防建立中

國越南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合作協議、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與越南國家油氣集團戰略合作協議等）。 
（3）丹麥：胡錦濤與溫家寶分別會見丹麥首相安諾斯·福格·拉斯穆

森，溫並與安諾斯舉行會談。安諾斯表示，丹麥支持中共希望

儘早得到歐盟承認其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願望，並將在雙方找

到達成這一決定的合適框架時積極促成此事。會後雙方發表「中

國和丹麥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丹麥重申堅定奉行「一

個中國」政策，不支持臺灣加入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不與臺灣進行官方往來。丹方表達希望通過建

設性對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望，中方重申在「臺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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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國：胡錦濤會見法國總統薩科奇。 
胡表示，明年為中法建交 45週年，兩國關係面臨新的重要發展
機遇。希望雙方以此為契機，將中法關係不斷推向更高水平。 
薩表示，中方是法國的戰略合作者，希望兩國繼續深化各領域合

作，同時進一步推進法中關係。 
（5）其他多邊會晤：中、日、韓 3國與東協 10國舉行會外會，同意

成立 1,500億美元的貨幣交換機制（中共參與的具體金額尚未決定，預計將和日本的

金額相當），協助區域各國應對金融危機救急所需。日本首相麻生太

郎在會中主張仍維持現行以美元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自由時報，

2008.10.25；成報，2008.10.25）。 
3.會議成果：會議發表「關於國際金融形勢的聲明」（支持於 11 月 15 日在華盛頓舉

行國際峰會，就應對當前危機、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原則以及維護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等進行探討。呼籲各國採取

負責任和穩健的貨幣、財政和金融監管政策，加強監管，完善危機處置機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應在

國際金融體系中切實發揮其職責所賦予的作用，幫助穩定國際金融形勢。同意充分利用亞歐會議等區域合作機制，加

強在金融領域的信息溝通、政策交流和監督管理等務實合作，有效監測、防範、應對金融風險，實現經濟持續、穩定、

健康增長）、「可持續發展北京宣言」（亞歐將加強能源安全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促進社

會和諧）和「主席聲明」（反映會議在各個議題上的共識）等 3項成果文件，並通過涉
及經濟、社會、文化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 17 項合作倡議（中共提出 4 項倡

議：探討建立亞歐貿易安全與便利多邊合作機制，為亞歐貿易增長創造良好條件；建立亞歐生態城網絡，加強經驗交

流，推廣生態文明的理念；促進區域內各國在減災和災害管理方面的合作；在亞歐國家間輪流舉辦亞歐文化藝術節）。 
 
（三）結語 

此次會議中雖未能針對金融危機提出具體實質措施，惟在美國引

發的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之際，中共作為主辦國，及時將「國際經濟」

和「金融形勢」列為首要議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積極推動

亞歐跨區域的合作以應對危機，凸顯中共欲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建立其

主導地位的企圖，具有高度指標意義。近期召開的重要國際峰會（如：11

月 14-15 日在美國華府舉辦的「20 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11 月 22-23 日在秘魯舉行的「第 16 屆 APEC

非正式領袖會議」），中共均明確表達其參與全球經濟議題合作、及扮演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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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角色之意願，在世界各國陷於國際金融風暴之際，中共已逐步建

構其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在金融海嘯問題未獲得妥善解決

前，國際金融議題仍將是各國關注之焦點，未來中共在全球及區域經

貿將扮演的角色及採取的政策作為，值予持續關注。 
 

五、中共神舟 7號飛船及航天發展 
                                                

歐錫富博士主稿 

 
▓載人航天工程由總裝備部主導；軍方分管太空人、發射場、測

控通信及著陸場；航天科技集團分管飛船及火箭；中國科學院

負責飛船應用系統。 
▓神 7 特色在：軌道艙變氣閘艙、增加出艙程序、2 人多天飛行變

3 人多天飛行、增加在軌試驗。 
▓中共與世界航空水平差距在：新型運載火箭研製、空間基礎設

施建設及航天科技體系建設；正全力超越日本、印度。 
▓建設新一代火箭及海南發射中心。未來活動包括：載人航天 2

期工程，探月 2、3 期工程，聯合火星探測計劃及夸父工程。 
 

（一）載人航天由總裝備部主導 
中共航天工程捨棄航天機而採用飛船原因在：1.中共已有研製和發

射飛船的技術基礎和條件，而不具備研製太空梭的優勢。例如通信衛

星和導彈控制技術為突破飛船運行、返回控制技術提供借鑒。2.太空梭
結構複雜、技術風險大、研製週期長。研製太空梭不僅要靠航天技術

優勢，還要有航空技術優勢，中共在先進飛機製造領域還不具備這項

技術能力。載人飛船結構簡單、技術成熟、研製週期短，很少發生重

大事故。3.載人飛船研製和運行成本低，符合中國大陸國情。中共研製
多用途載人飛船既可運送太空人，又可向未來的空間站運輸物資，還

能作為空間站軌道救生艇使用，它的留軌艙還能承擔科學實驗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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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利於載人航天分階段持續發展。掌握載人飛船技術對於研製空間實
驗室有利，而且飛船與空間實驗室或空間站對接後還可作為 1 個艙。
目前中共實施的載人航天 3 步走計畫的後兩步—建設空間實驗室和空
間站只能在載人飛船的基礎上進行(h t tp : / / n e w s .x in hu an e t . co m/ n e w s c e n t e r / 200 8 -0 9 /2 4  

/content_10104564.htm)。 

中共載人航天工程由解放軍總裝備部主導，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國家航天局、中國科學院 3 家科研機構共同參與。載人航天工程共分
為 7 大系統，軍方分管的系統包括：太空人、發射場、測控通信、著
陸場 4 大系統。民間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分管飛船、火箭兩大系統。
中國科學院則主導飛船應用系統(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9/19/CH0809190001.htm)。神

舟 7 號飛船總指揮部的總指揮由載人航天工程總指揮、總裝備部長常
萬全出任，其餘 6 名副總指揮均由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擔任
(http://www.mingpao.com/20080923/caa1.htm)。原工程副總設計師周建平升任神 7 總設計
師。總指揮與總設計師的「工程兩總」，是中國航天管理的獨有體系。

大體分工是總指揮統觀全局，總設計師主攻科研。無論軍方主導的載

人航天工程，還是國家航天局主導的嫦娥探月工程，均採取這種職務

設置(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9/19/CH0809190001.htm)。 
 

（二）神舟 7 號與過去不同 
神 7 在今(2008)年 9 月 25 日成功發射，與過去神舟不同之處在：1.

軌道艙變成氣閘艙。神 6返回艙返回後，軌道艙留軌半年以上，作為 1
顆衛星運行。神 7 軌道艙不再有留軌功能，重新設計變成生活艙和氣
閘艙的綜合，航天員返回後拋棄在太空中。2.增加出艙活動程序。3.
由保障 2 人多天到 3 人多天飛行。4.增加在軌試驗。神 7 搭載天鏈 1
號中繼衛星用戶終端，這個用戶終端能夠提高中低軌道航天器的測控

覆蓋能力，覆蓋率由原來的 13％提高到 45％ 。神 7 還將進行固體潤
滑材料及伴隨衛星的在軌試驗(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9/25/content_10110455.htm)。 

神 7的航天測控網改進包括：1.現役 5艘遠洋測量船（隸屬總裝備部中國衛

星發射測控系統部海上測控部）全部參加任務。除遠望 1、2、3 號參加任務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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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遠望 5、6 號首次參加。遠望 1、2 號在執行任務後退役，遠望 4 號
已在稍早退役，這次神 7任務形成老中 3代測量船共同參與。2.中國大
陸內 5 個固定及 2 個活動測控站不變，國外測控站從神 6 時使用的納
比米亞站、馬林迪站(肯亞)和卡拉奇（巴基斯坦）站，增加 1 個智利的聖利亞
哥站。3.東風(發射場)、西安、北京 3個中心設備大量更新(http://news.xinhuanet.com/new 

scenter/2008-09/25/content_10109787.htm)。 

 

（三）與美、俄還有差距 
神 7 總設計師周建平表示，中共航天與美、俄兩國的差距不小。

中共仍處於掌握基本技術的過程中，美、俄則已應用一段時間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9/23/content_10095603.htm)。中共與世界航天水平差距估計為

10年到 15年，中共與航天強國的差距主要在：1.新型運載火箭研製。
直徑小、運載能力小、污染嚴重、可靠性有待提高，是目前長征系列

火箭與國際新型運載火箭相比的四大不足。中共未來載人航天和登月

探測飛行器的研製，受現有火箭芯級直徑制約很大，迫切需要 5 米直
徑的大推力新型火箭。2.空間基礎設施建設。由衛星和地面站組成的天
地一體化星座系統，主要包括全球定位系統、國際衛星通信系統和對

地觀測衛星系統。安全可靠的多用途航太網，應該像鐵路、公路、電

力網絡等系統，必需長期穩定地運行。3.航天科技體系建設。目前中共
對航天的投入，遠遠無法與美、俄等國相比。航天工作者必須用有限

的資金，努力建設獨立完整的航天科研體系(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9/30/CH0809 

300007.htm)。 

據估計，中共民用航天經費只有美國太空總署(NASA)2008年預算 173
億美元的 10％(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9/23/AR2008092302649_pf.html)。雖

然航天規模無法與美國比，但中共志在超越日本、印度。日、印兩國

相繼發射月球探測計劃，前者航天發展限於民用，後者科技與經濟實

力有待加強。由於中共對衛星網路依賴程度較低，美國則高度依賴，

令美國懷疑中共發展反衛星武器在取得不對稱優勢。神 7 攜帶伴飛小
衛星，中共航太專家認為這是類似於在空間站維修、裝卸、更換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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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航天器技術，為中共發展空間站必需掌握的技術。西方專家卻認為，

中共既有能力釋放和回收自己的衛星，自然也有能力擄走或摧毀別國

小型衛星(http://paper.wenweipo.com/2008/09/26/CH0809260007.htm)。日本媒體宣稱，中共使用

神 7 軌道艙的秘密武器，對飛越中國大陸領空的日本衛星進行電磁攻
擊(h t t p : / / n e ws . x inh ua n e t . com/ mi l / 2 0 08 -1 0 / 20 / co n t en t _10 224 302 . h t m)。 

 
（四）未來航天發展 

目前中共正在建設海南衛星發射中心及新 1 代運載火箭。正在建
設中的海南衛星發射中心，是繼酒泉、西昌、太原之後的第 4 航天發
射中心。新發射場緯度低，可提高火箭運載能力；便利的航運，可解

決鐵路運輸不能克服的大直徑火箭運載問題；附近廣闊海域，方便火

箭航區和殘骸落區的選擇。完成後將承擔部分載人航天工程的發射任

務，成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後的神舟第 2 發射場。海南將承擔載人航
天工程貨運飛船及無人衛星的發射任務，酒泉則承擔載人飛船的發射

任務(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9/24/content_10101910.htm)。新 1代運載火箭發展是
1.3種模塊。火箭由 5米、3.35米及 2.25米直徑模塊組成，不同模塊進
行不同組合，可滿足不同任務需求。2.2種推進劑。火箭使用液氧煤油
和四氧化二氮兩種新推進劑，燃燒後形成水和二氧化碳，無毒無污染。

3.1 個系列。3 種模塊進行不同組合，可組成大、中、小各種構型的運
載火箭，既可發射空間站，也可發射小型衛星(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9/24/ 

content_10102042.htm)。 

未來中共計畫展開的空間探測活動包括：1.載人航天 2期工程。中
共將在 2010年至 2015年間發射天宮 1號目標飛行器和天宮 2號、天
宮 3號兩個空間實驗室，將分別發射 2艘無人飛船進行無人對接試驗，
發射 5 艘載人飛船，進行載人對接試驗和載人駐留試驗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9/25/content_10107537.htm)。2.月球探測 2 期、3 期工程。月
球探測 2期即「落」，發射可著陸月球的探測器，實現有限範圍的月球
巡視探測。月球探測 3期即「回」，在落的基礎上，實現無人月球取樣
並返回地球。3.中俄聯合火星探測計畫。根據 2007 年中俄兩國總理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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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空間項目合作，2009 年中俄將聯合探測火星。俄國火箭將中方火
星探測器「螢火 1號」和俄方採樣返回式探測器「火衛 1號」(Grunt)一起

送入火星軌道。4.夸父計畫。預定在 2012年發射，由 3顆衛星組成，
用來全天候監測太陽活動的發生與伴生現象，以及對地球近地空間環

境的影響(http://www.takungpao.com/news/print_me.asp?url=/news/08/07/16/ZM-933430.htm&date=2008-7-16)。 
 

附表 1   中共載人航天大事記 
主要事件 時  間 記    要 備  註 
曙光 1970年 7月 14日 代號 714 工程的載人航天工程啟動，飛船

命名為曙光 1號。 
1972 年 714 工
程因故取消 

863計畫 1986年 3月 3日 王淦昌等多位科學家呈報「關於跟蹤世界
戰略性高技術發展」建議，航天技術是 863
計畫 7大領域的第 2領域。 

 

長 2捆 1990年夏天 第 1枚大推力捆綁火箭—長征 2號 E即長
2 捆順利升空。長 2 捆即擔任載人飛船發
射任務長征 2號 F型火箭的前身。 

 

921工程 1992年 9月 21日 中共中央批復載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論證報
告，載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項，代號 921 工
程。 

 

太空人選拔 1995年 10月 決定從空軍殲、強擊機飛行員選拔 12名預
備太空人，連同 2名太空人教練。1998年
1月 5日 14人到齊，這天為解放軍太空人
大隊生日。 

 

神舟 1號 1999年 11月 20日 
6時 30分 

神舟 1號順利升空，經過 21小時飛行後返
回地面。 

神舟 1-7 號均
在酒泉衛星發
射中心發射 

神舟 2號 2001年 1月 10日 
凌晨 

神舟 2號順利升空，飛船在軌道 7天後返
回地面。神 2 為無人飛船，但技術狀態與
載人飛船一致。 

 

神舟 3號 2002年 3月 25日 神舟 3 號順利升空，4 月 1 日返回地面。
神 3搭載人體代謝仿真裝置。 

 

神舟 4號 2002年 12月 30日 
0時 30分 

神舟 4號順利升空，2003年 1月 5日返回
地面。 

 

神舟 5號 2003年 10月 15日 第 1 艘載人飛船順利升空，飛行 21 小時
23分鐘。首位太空人為楊利偉，中共成為
世界第 3個載人航天國家。 

 

神舟 6號 2005年 10月 12日 第 2艘載人飛船順利升空，17日凌晨經過
115小時 32分鐘飛行後返回地面。太空人
為費俊龍、聶海勝。 

 

神舟 7號 2008年 9月 25日 
21時 10分 

第 3 艘載人飛船順利升空，主要任務為出
艙活動，9月 28日 17時 37分返回地面。
太空人為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 

 

資料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9/28/content_10128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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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有關外國媒體管理及採訪規範 
 

企劃處主稿 

 

▓中共公布實施「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基本

維持奧運期間對外國媒體採訪的寬鬆政策。 

▓相較於 1990 年「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新

條例主要是取消須由中共相關單位接待、陪同的規定，只需徵

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同意。 

▓外國記者赴西藏地區採訪，仍須向西藏自治區外辦申請辦理「進

藏批准函」。 
 
今（2008）年 10月 17日，「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

採訪規定」適用期間屆滿當天，中共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

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承諾繼續對外國媒體採取較為

寬鬆政策，並將之視為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步驟，引發各界討論。謹

就中共歷來有關外國媒體管理及採訪規定之相關情形，綜述和簡析如次。 
 

（一）「國務院關於管理外國新聞機構常駐記者暫行條例」 
中共早在 1981年 3月 9日即頒布實施「國務院關於管理外國新聞

機構常駐記者暫行條例」，該條例共 14 條，主要係規範：1.外國新聞
機構派遣記者常駐中國大陸進行採訪，應向中共外交部提出申請，經

批准後由外交部新聞司辦理登記手續；2.常駐記者不得向其所代表的新
聞機構以外的新聞機構發稿；3.常駐記者採訪機關、團體、企業、事業
和其他單位，都應事先向有關當局提出申請，並經同意；4.常駐記者不
得在中國大陸境內架設電臺等。 
 
（二）「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共當局加強了對外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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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採訪的限制。外國記者每次要到北京、上海以外地區進行

採訪時，都必須先獲得相關部門的批准。1990年 1月 19日中共進一步
頒布「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自發布日起施行，1981 年「國務院

關於管理外國新聞機構常駐記者暫行條例」同時廢止），該條例共有 22 條，對於不同採訪對
象的申請都有詳細規定，主要是：1.採訪主要領導人，要向外交部新聞
司申請，並經同意；2.採訪政府部門或其他單位，要向有關外事部門申
請，並經同意；3.在開放和非開放地區採訪需分別得到當地政府和公安
部門的允許；4.外國常駐記者應每滿 1 年到外交部辦理一次「外國記
者證」延期手續；短期採訪記者應向中共駐外使領館辦理簽證；5.外國
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不得在中國大陸境內架設無線電收發機和安

裝衛星通訊設備；使用對講機及類似通訊設備須經批准等。 
 

（三）「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 
1.藉以兌現申奧時所作改善新聞自由的承諾 

2001年中共爭取舉辦 2008年奧運會時，曾作出包括改善新聞自由
等等多項國際承諾，其後中共並於 2006 年 12 月 1 日公布「北京奧運
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以下簡稱「京奧外媒採訪規定」。自 2007年 1月

1日起施行，2008年 10月 17日自行廢止）。該規定共有 9條，主要是放寬外國記者在中
國大陸的採訪，且範圍不僅限於對奧運會，還包括政治、技術、文化

和經濟等領域的報導活動（截至 2006年 12月 1日，有 49國 319家新聞機構共 606名外國記者在中國

大陸常駐；每年平均約有 3千至 5千名外國記者到中國大陸採訪）。在執行期間，1990年頒布的「管
理條例」依然有效，兩者相互矛盾時則以「京奧外媒採訪規定」為準。 

此外，中共亦分別於 2006年 12月 27日、12月 30日公布臺灣及
港澳媒體在北京奧運會和籌備期間採訪相關新聞的規定，其內容與「京

奧外媒採訪規定」大致相同，適用期間亦同為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10 月 17 日（此前中共曾於 1989年 10月頒布「關於港澳記者來內地採訪的注意事項」，並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先

後在 1991年、1992年和 2005年對該「注意事項」進行 3次修改，逐漸放寬港澳記者到中國大陸採訪規定，但仍有多項規

定，嚴格約束港澳記者在內地的新聞採訪活動，例如：必須經過申請獲得同意，必須要向官方的全國記者協會申領「採訪

證」，不得僱用中國大陸特約記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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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循奧運會慣例提供外媒採訪便利 
據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表示，「京奧外媒採訪規定」係遵循

奧林匹克運動會慣例，為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採訪提供便利，促進國

際交流和訊息傳播。與 1990 年的「管理條例」比較，主要不同處是：
（1）外國記者採訪不再必須由中國大陸相關單位接待並陪同；（2）
記者赴地方採訪，無需向地方外事部門申請，只需徵得被採訪單位和

個人同意；（3）外國記者可以通過被授權的外事服務公司聘用中國大
陸公民協助採訪報導工作；（4）外國記者可憑中共駐外使領館或第 29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出具的「器材確認函」和 J-2簽證或有效
的「奧林匹克身份註冊卡」自行辦理器材入、出境手續，取消必須由

中國大陸接待單位為外國記者出具保函或保證金的作法（中共外交部網站，

2006.12.1）。 
3.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大陸的報導環境未達國際標準 

然而在「京奧外媒採訪規定」實施後，適用對象採訪受阻情形仍

時有所聞（例如：2007年 1月 1日開放當天路透社前去採訪上海維權律師鄭恩寵，但是遭到阻撓；同月間 1名澳洲

記者前往黑龍江採訪失地農民，遭到公安短暫拘留審問）。而根據「北京駐華外國記者協會」

2007年 8月 1日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亦顯示，在受訪的 163位駐華記
者當中，95％認為中國大陸的報導環境沒有達到國際普遍接受的標
準；67％認為中共當局沒有履行給予外國記者更多報導自由的承諾。
40％的外國記者反饋表示，從 2007年 1月以來在中國大陸報導過程中
受到中共當局的某種干預和限制（如跟蹤監視、恐嚇騷擾、非法拘禁、對記者本人及消息來源的暴

力侵犯等）。部分外國駐中國大陸記者也認為，在公共場所採訪抗議等敏感

事件時還是會遭官方禁止；在深入報導少數民族等敏感問題時，還是

會遭遇來自行政部門的阻礙。此外，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Jacques Rogge）

在今年 8月 24日也曾表示，中國大陸的媒體自由程度雖較以往開放許
多，但從奧運期間發生的 30多起媒體干預事件以觀，仍具改進空間。 

 

（四）「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 
1.延續京奧期間較為寬鬆的採訪規定 

隨著北京奧運的結束，外界普遍關切中共當局是否停止開放外媒

採訪的規定。10月 17日「京奧外媒採訪規定」適用期間屆滿當天，中
共總理溫家寶簽署第 537 號國務院令，新華社授權於 10 月 18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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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自 10月

17日起施行，而 1990年 1月國務院公布的原「管理條例」和 2006年 12月公布的「京奧外媒採訪規定」則同時廢止）。

新條例共有 23條，基本維持在奧運期間所採行的、較為寬鬆的外國媒
體採訪規定。據中共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劉建超表示，新條例是將「奧

運外媒採訪規定」的原則和精神以長效法規維持下來，為外國新聞機

構和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採訪提供便利。相較於 1990年「管理規定」，
最主要改變是：（1）確定取消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採訪必須由中國大
陸相關單位接待並陪同，及赴開放地區採訪需向地方外事部門申請等

限制；（2）規定外國記者在中國大陸境內採訪，只需徵得被採訪單位
和個人的同意；（3）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可以透過外事服務
單位聘用中國大陸公民從事輔助工作；（4）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
記者因採訪報導需要，在依法履行報批手續後，可以臨時進口、設置

和使用無線電通信設備等（中共外交部網站，2008.10.18）。 

2.西藏仍屬採訪禁區需經過申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 10 月 17 中外記者會上表示，根據西

藏自治區政府有關規定，外國記者赴西藏地區訪問應向西藏自治區外

辦申請辦理「進藏批准函」。至於西藏以外的藏族聚居區，新條例同

樣適用。此外，根據中共出入境法規，還有些地區不對外國人開放，

前往這些地區採訪還是需要按照有關規定和程序申請。 
 

（五）結語 
1.儘管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大陸的報導環境未達國際標準，但中共當

局在「京奧外媒採訪規定」屆滿之際，頒布實施新的外媒採訪規定，

基本延續京奧期間開放政策，海外媒體多表肯定，亦有評論認為此係

拜主辦奧運會所賜。惟該採訪規定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內部新聞媒

體，而針對港澳和臺灣記者的新採訪條例目前亦未見公布，顯示中共

所謂的擴大新聞自由度，仍有許多改善空間。 
2.中共自 2006 年以來陸續頒布多項加強新聞管控的法規，如「突

發事件應對法」、「外國通訊社在中國境內發布新聞資訊管理辦法」

等，即使在較寬鬆的「京奧外媒採訪規定」執行期間，無國界記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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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仍指出有約 100 名試圖在奧運比賽場地以外採訪報導中國大陸事務
的記者受到騷擾、拘捕，甚至受到毆打或關押，顯示法令條文與實際

執法仍有相當距離。此次頒發實施新的外媒採訪條例前，亦曾傳出北

京異議人士遭中共當局警告勿接受採訪的消息；加上西藏仍被列為不

開放採訪地區，使得外界對新聞媒體在中國大陸對可能面臨的採訪受

阻不無疑慮，後續發展仍待觀察。 
 

七、美國新總統歐巴馬對華政策初探     

 

淡江大學陳一新教授主稿 

 

▓歐巴馬的中國政策與布希政府無太大差別，顯示美國的中國政

策已走上正軌。 
▓歐巴馬執政後，不僅會支持臺灣的民主，加強美臺關係的穩健

發展，亦會促進和平穩定的臺海兩岸關係。 
 
在 11 月 4 日的美國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歐巴馬 (Barack Obama)

以「山崩式的勝利」 (landslide victory) 擊敗他的共和黨對手馬侃 (John McCain)，

成為美國首位非裔總統。 
華府布魯金斯研究所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歐巴馬團隊的亞洲

和中國事務首席顧問貝德（Jeffery A. Bader）認為，目前中美關係處於很好的

狀態，在貿易、金融、人權、軍事及臺灣問題等五大領域，都相處得

不錯。 
 
（一）美國中國政策基本不變 

不過，筆者認為，貝德的看法不無值得商榷之處。的確，在這次

選戰中，中國問題並沒有成為主要爭議的問題。競選期間，歐巴馬主

張，美國需要與中國建立長期、積極且具有建設性的關係，認為應該

深化美中經濟安全和全球戰略與政策的高層對話，加強美軍與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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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軍的兩軍交流。其實，歐巴馬的許多主張正是布希政府現在正在進

行或推動的政策，並無太大差別。此顯示，美國的中國政策已經走上

正軌。前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坎貝爾 (Kurt C. Cambell ) 曾經說過，過去的統
計數字顯示，美國新總統上任後，與中國的磨合期平均是 20個月。但
是，由於中國與兩岸問題並沒有成為主要爭議的問題，而且美國的中

國政策已經走上正軌；因此歐巴馬入主白宮後，磨合期將會大為縮短。 
儘管如此，美中之間還是有一些競合關係。例如，歐巴馬比較強

烈的保護主義傾向，加上競選期間對中國利用金融作為外交工具的批

評，可能會讓美中兩國在經貿與金融方面出現一些磨擦。此外，雙方

在人民幣與人權問題上也會出現一些問題。不過，在地球暖化的問題

上，他將會要求與中國合作尋求解決之道。不過，美中兩國之間的現

有機制，像是美中戰略對話與經濟戰略對話，應該有助於雙方經貿與

其他問題的解決。 
 

（二）我國必須努力爭取利益 
在臺灣問題上，筆者認為，從歐巴馬在國會的投票記錄來看，由

於他不支持美國與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因

此，臺北要與華府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難度，不無可能大幅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布希政府反對美臺談判自由貿易協定，主要是因

為：1.陳水扁政府過度政治操作美臺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議題；2.臺北
未能有效履行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法律；3.臺北未同意包括牛肉與牛肉產
品在內美國農產品的進口；4. 臺北未同意包括美國醫療產品的進口；
5.臺北未能有效履行保護勞工權益的相關法律；6.臺北未能有效履行環
境保護的相關法律。 

但是，馬英九總統上臺後，以上的問題不是不再存在，就是正在

改善之中。首先，新政府就絕不會將美臺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議題「政

治化」。其次，臺北新政府也設立智財權的法庭，強化智慧財產權案件

的執法能力。第三，美國在臺協會（AIT）臺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 (Stephen M. 

Young) 11月 12日表示，希望臺灣以符合科學並根據國際標準的方式，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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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所有美國牛肉與牛肉產品進口臺灣。 
在這方面，臺灣衛生署也已針對美國牛肉進行全面、完整的檢查，

臺美專家之間的合作也十分密切。臺灣衛生署已經多次派遣專家了解

美國的肉品包裝廠。衛生署也已經提交一份針對美國牛肉的風險評估

報告，確定美國牛肉是絕對安全，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標準。 
由於新政府不會將美臺談判自由貿易協定的議題「政治化」，臺北

又能在智慧財產權、美國農產品與醫療產品的進口上，讓華府覺得臺

北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貿易夥伴，美臺之間的貿易是公平 (fair)、安全 (safe) 

與平衡的 (balanced)，加上兩岸關係的好轉，歐巴馬政府也不無可能會在

上任一段時間後對美臺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開放綠燈。 
知名臺海兩岸問題專家容安瀾 (Alan Romberg) 在大選後表示，從歐巴馬

過去幾個月的發言內容，可以清楚看出，歐巴馬上臺後，他不僅會支

持臺灣的民主，加強美臺關係的穩健發展，也會促進和平穩定的臺海

兩岸關係。前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最近在演說中

指出，美國不會為了共產中國而放棄民主臺灣，他盼臺灣強化國防嚇

阻力量，並與美國擴大兩岸政策的共識。  
不過，筆者認為，過去的趨勢顯示，民主黨政府一向採取比較保

守的對臺軍售立場，其陣營國際問題專家在競選期間也發表過反對出

售臺灣 F-16C/D 與潛艦的言論，加上中國日益崛起的因素，可能使他
在對臺軍售政策上更趨謹慎。這點當然讓北京放心，卻讓臺北不安。 

 
（三）兩岸互動與美中臺關係 

前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長包道格 (Douglas Paal) 指出，歐巴馬當選
後，美國的一中政策不會改變，未來對臺政策會趨向中間溫和。楊甦

棣則表示，美國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來臺樂觀其成；針對

外傳美國憂慮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他並澄清，指出那「絕非事

實」(simply not true)。 
過去幾年，太平洋美軍總部一向稱亞太有二個發火點 (flash points)，一

個是朝鮮半島，一個是臺灣海峽，有時再加上「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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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軍情首長在國會作證時也公開以「發火點」形容臺海。不過，

太平洋美軍最近舉行「太平洋視野（Pacific Vision）」演習後，所發的新聞稿

已不再以「發火點」形容臺灣海峽。因此，筆者認為，兩岸關係的持

續改善，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歐巴馬可以將更多的心力投注

在其他更需要他的國際議題之上。 
總之，華府的中國政策已經在軌道上朝正確的方向運轉，其間當

然可能會有小小的起伏變化，但不會影響大局。在歐巴馬領導之下，

加上兩岸關係的持續改善，美國的兩岸政策應有可能從過去 8 年的失
衡，朝平衡的方向發展，為美中臺創造三贏的新局。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7F8E%u57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