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中」美互動頻繁。 

█中共在非洲昇高對我之外交攻勢。 

█中共持續對我在國際組織(甚至包括非政治性國際組織)進行外交打壓。 

█「中」日關係陷入低潮。 

█朱鎔基訪問歐洲 6 國及歐盟。 

█中共加強與中亞國家合作。 

█「中」俄加強合作但有侷限。 

 

近期「中」美互動頻繁，除軍事交流密切外，江澤民、李鵬赴美參加聯合國

千禧年相關活動，江澤民並與柯林頓進行會談。美國參議院通過授與中共永久正

常貿易關係待遇(PNTR)，象徵柯林頓政府與中共交往政策的重大勝利。近期中共在

非洲昇高對我之外交攻勢，邀請與臺灣有外交關係的 8個非洲國家以觀察員身分

參加「中」非合作論壇會議。中共仍持續對我在國際組織外交打壓，除阻撓我參

加聯合國外，並干擾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非政治性國際組織。中共「總理」

朱鎔基於6月27日至7月12日訪問歐洲6國，並至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訪問。此

行主要目的為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經貿合作、推動與受訪國雙邊政治關係的發展，

並在「臺灣問題」、人權問題上爭取歐洲各國的理解和支持。此外，中共加強與

中亞各國合作，除參加在杜尚貝舉行的「上海五國高峰會」外，並有意成立上海

論壇與東南亞國協、北約相抗衡。「中」俄在主權問題及軍事安全上的合作日益

密切，惟雙方關係發展仍有侷限。近期「中」日關係因中共軍艦及海洋調查船一

再擅闖日本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EEZ)而陷入低潮，中共「總理」朱鎔基10月日本

之行能否改善雙方關係仍待觀察。 

 
一、「中」美互動頻繁 
美國務次卿霍倫及國防部長柯恩於 7 月 4 日及 11 日先後訪問大陸進行防止

武器擴散對話及軍事會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及「國家主席」江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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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分別於 8月 30日及 9月 4日赴美參加聯合國千禧年相關活動。近期「中」美

互動頻繁，並觸及兩岸問題。此外，中共 PNTR案獲美參議院通過，象徵柯林頓

政府與中共交往政策的重大勝利(中國時報，2000.9.21，14 版)。 

 
（一）軍事交流的恢復 
▓「中」美軍事交流恢復正常 

美國務次卿霍倫及國防部長柯恩於 7 月 4 日及 11 日先後訪問大陸進行防止

武器擴散對話及軍事會談，「中」美雙方在防止武器擴散、國家飛彈系統(NMD)、戰

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及「臺灣問題」等議題上仍存歧見。新一輪的限武與禁止武

器擴散談判於8月及9月分別在夏威夷、北京舉行。 

在防止武器擴散及對臺軍售的問題上，霍倫及柯恩均要求中共勿協助或提供

武器予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及北韓等對美國不友善的國家，中共則提出對臺

軍售議題，要求美國停止對臺軍售。霍倫重申美國對臺軍售的一貫立場，並表示

「軍售可鼓舞信心使兩岸展開談判，並可找到解決之法。」(中國時報，2000.7.11，14 版)。

柯恩則對中共提出警告，如臺海局勢仍舊緊張，美國將考慮答應臺灣要求，出售

更多先進武器給臺灣(中國時報，2000.7.14，2 版)。柯恩在後續訪問澳洲時表示，美國寄

望澳洲在亞太發生衝突時，包括臺海出現對峙局面時，能夠出力參與協防任務(聯

合報，2000.7.19，13 版)。 

在兩岸問題上，霍倫向楊潔箎表達兩岸儘速恢復對話的期盼。柯恩於7月14

日會晤汪道涵時表示，兩岸復談時機稍縱即逝，「6個月」後改善兩岸關係之機會

將越來越小(國家通訊社，2000.7.14)。在 NMD及TMD的問題上，中共堅稱反對美國部署

NMD，及反對任何國家對臺灣出售武器，包括向臺灣提供TMD有關的援助或保護。

此外，美國海軍神盾級飛彈巡洋艦「詹斯勒維爾號」(Chancellorsville)於8月2日至

5日訪問山東青島，中國海軍艦艇亦於9月5日至9月8日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停

靠，9月14日到18日期間訪問華盛頓州的埃弗雷特海軍基地，進一步恢復兩國

軍事交流。     

▓「中」美軍事交流失衡備受批評 

美國國防部近期接待中共軍事科學院代表團，該團除參觀西點軍校、陸軍戰

爭學院、太平洋司令部外，解放軍軍官一行 25 人並在「軍事科學院院長」王祖

 59



訓的率領下前往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接受為期兩週的課程(明日報，2000.8.31)。

由於中共軍科院沒有學生，亦無固定課程教學，使得美方更加質疑這個訪問團的

目的，可能負有情報和科技蒐集任務(中國時報，2000.8.25，14 版)。中共解放軍 25 位軍

官則分別來自中共中央軍委會、中共總政治部和許多軍區的指揮部，這批解放軍

官除蒐集有關美國決策的情報外，還乘機進行「政治影響」作業，宣稱中共建軍

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聯合報，2000.8.29，13 版)。 

美國與中共這種軍事往來，名為「交流」，其實是單方面的，因為美國也想

選派軍官赴中國大陸短期研習，卻得不到中共同意。這種失衡的事交流已在美國

遭致不少批評。參議員羅伯.史密斯、眾議院多數黨黨鞭湯姆.狄雷相繼指出，國

會已在去年立法，禁止美國協助中共提升科技水準，現行美國行政部門單方面施

惠中共軍方，違反美國法律(中國時報，2000.8.29，14 版)。 

 
（二）中共高層赴美參加聯合國千禧年相關活動 
中共高層出席今年9月舉辦的聯合國千禧年相關活動，尤其9月8日舉行的

柯江高峰會備受矚目。 

▓中共人權問題備受批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及「國家主席」江澤民分別於8月30日及9

月4日赴美參加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各國議長大會及聯合國千禧年世界領袖會議。

二人與會期間均遭人權團體示威抗議，六四受害人親屬代表及4位天安門學運領

袖並以違反人道罪控告李鵬。此外，於聯合國召開大會之際，美國國務院發布年

度宗教自由報告，以具體事證強烈批判中共的宗教自由益形惡化，不但違反國際

法、國際公約，甚至違反中共本身訂頒的法律。中共則對美國國務院的作法表示

不滿和堅決反對(中央日報，2000.9.7，10 版)。 

▓中共對美加強善意攻勢 

在江澤民抵達美國之前，中共舉辦「2000年中國文化美國行」的活動，持續

3 週在全美國主要都會展開系列的文化藝術表演及展覽活動，藉以改善美國民眾

對中共的負面印象(中國時報，2000.8.27，14 版)。這項活動花費金額高達 700萬美元(New York 

Times，2000.8.23)。中共「駐美公使」劉曉明表示，這些圍繞中國文化的活動還將繼

續下去，以增進美國人民對中國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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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江澤民於 8 月 31 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專

訪，此一訪問預定在江澤民訪美前一天播出。在訪問中，江澤民巧妙的迴避記者

尖銳的問題，展現不同以往的公關技巧(Asiaweek ，September 22, 2000，p.24)。江澤民是中

共第一位願意接受「六十分鐘」節目不預設題目訪問的領導人，顯現出中國的改

變(Far Eastern Economic，September 21, 2000)。江澤民並對 11年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爭取

自由民主的熱情表示理解，是中共領導人至今對以流血收場的六四歷史事件極為

罕見的同情表述(聯合報，2000.9.2)。 

▓中共營造兩岸和平與彈性姿態 

江澤民此次訪美，不論是在會見美國主要媒體負責人、與古巴、烏克蘭等領

導人會談或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的講話，都陸續提及「臺灣問題」(聯合報，2000.9.7，

4 版)。且在各個場合的講話中，江澤民絕口不提具有對臺恫嚇意涵的「不放棄使

用武力」的用語，反而一再釋放出和平統一的立場及願意赴臺的訊息(中國時報，

2000.9.11，2 版)，並希望美國明確表態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大業(臺灣時報，2000.9.7，4 版)。

此外，「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陪同江澤民出席聯合國千禧年世界領袖會議期

間，接受香港鳳凰衛視的專訪，再度提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

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領土不容分裂」(中國新聞社，2000.9.11)。中共領導階層對

臺姿態比過去明顯放低許多，惟中共營造和平姿態是否直接對臺灣形成壓力尚待

觀察。 

▓柯江會談未有重大突破 

柯林頓與江澤民於 9月 8日於紐約進行會談，會談觸及兩岸關係、飛彈擴散、

PNTR、中共的宗教控制、南北韓高峰會等問題(中國時報，2000.9.10，2 版)。由於柯林頓

即將卸任，且柯江兩個月後在汶萊亞太經合會還有一次高峰會，因此重大分歧問

題未取得突破性進展(中國時報，2000.9.9，1 版)。在兩岸問題上，柯林頓希望敦促並鼓勵

兩岸早日恢復對話，解決目前僵局，並表示美國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希望兩岸問題得到和平解決(聯合報，2000.9.10，2 版)。 

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指出，會談中柯林頓對臺灣新領導人陳水扁

有關兩岸關係立場倒退談話表示關切(聯合報，2000.9.10，2 版)，但旋為白宮高層官員所

否認(中國時報，2000.9.11，2 版)。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表示，柯林頓總統言談

中並沒有批評陳總統，僅就陳總統日前接受紐約時報專訪一事，盼江澤民就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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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表達善意的兩岸政策有所回應，否則陳總統終將因國內壓力而退縮。惟中共「外

長」唐家璇 9月 11日在紐約表示，沒有批評的問題，但柯林頓確實表示，臺北

方面在兩岸對話問題上，立場恐怕有所倒退(聯合報，2000.9.13，13 版)。 

 

（三）美國通過授予中共永正常貿易關係待遇 

柯林頓於柯江會談時表示，美國會讓 PNTR法案通過，但其必須保證中共加

入WTO的協議和「中」美所議定的雙邊協議精神在各方面實質相符。美國參議員

則提出「制止中共擴散附加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每年檢討中共武器擴散情形，

凡協助中共擴散武器者，美國政府有權加以制裁，惟此案未獲通過，中共 PNTR

案於9月19日以83票對15票通過。 

美參眾兩院通過的PNTR法案中包括若干附加條款，其中之一是「李文-畢萊

特修正案」，要求美國行政當局努力確保臺灣和中國大陸能在同一會期加入WTO。

此外，參議院通過 PNTR後，白茜芙表示，如果中共違背承諾，中共的入會協商

勢必終止(中國時報，2000.9.21，14 版)。 

 

二、中共升高在非洲對我之外交攻勢 

近期中共政要密集訪問非洲，其目的除在爭取第三世界領導權外，亦在圍堵

我在非洲之外交活動空間。此外，中共將於今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北京召開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 2000 年部長級會議」，如此會議轉為常設機制影響將

更為深遠，宜密切注意後續發展。 

 
（一）中共政要密集出訪非洲 
今年初迄今，中共與非洲國家互訪頻繁，其中與非洲各國的經貿合作與軍事

交流值得注意。在經貿合作方面，中共除與非洲邦交國舉行經貿合作會議外，並

派遣經貿主管或企業界人士出訪，尋求雙邊經貿合作的機會以改善雙邊貿易不均

衡的現象。 

此外，中共對非洲的軍事交流日趨積極。南非國防副部長與部長先後訪問北

京，特別是南非國防部長今年 6月間訪問北京透露期望今年底與中共簽署一項有

關維持和平與安全協議之訊息，顯示出中共有意加強與非洲大國間的軍事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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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甚至不排除與非洲大國分享核武技術(吳東野，「今年前半年中共與非洲國家關係發展之研析」，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4)。根據 Stratfor 情報服務公司最新的全球情報分析，中共

最近幾個月相繼派遣 4個軍事代表團訪問非洲南部，表面上是加強與這些非洲國

家的軍事合作，實際上可能影響非洲的武力均勢，破壞聯合國與南非合作與謀求

當地和平的努力(臺灣時報，2000.8.24，7 版)。另據「倫敦星期日電信報」報導，為保衛

蘇丹油田，數以萬計的中國保安人員被派往蘇丹，準備參加針對蘇丹南部反政府

武裝的軍事行動，惟遭中共否認。 

 
（二）爭取第三世界領導權、圍堵我外交空間為加強對非外交目的 
中共加強對非洲的外交活動，其目的不在短期的現實政治、經濟利益，而在

長期的國際戰略價值。中共在意非洲國家發揮的集體力量，可在有關國際問題上

支持中共，而中共反對霸權主義及強權政治的世界觀也獲得許多非洲國家的支

持。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提昇，中共「發展中國家代言人」的地位將更形鞏固。 

此外，中共加強對非外交也是為了圍堵我國在非洲拓展外交活動空間。近半

年來中共舉凡與非洲國家政要進行接觸時，無論對方的身分係政府閣員、政黨代

表、國會議員或民間團體代表，必定主動提出對臺政策立場與堅持「一個中國」

政策，以爭取相關國家支持。 

 
（三）「『中』非合作論壇會議」值予關注 
中共將於今年 10月 10日至 12日在北京召開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 2000

年部長級會議」，中共外交部並表示，歡迎與臺灣有外交關係的 8 個非洲國家以

觀察員身分參加會議，這項會議被認為是中共封鎖臺灣外交的一項新戰略行動(國

家通訊社，2000.8.11；聯合報，2000.811，13 版)。日前布吉那法索總統龔保雷與陳總統會談時

表示，中共透過各種方法邀請其參加「『中』非合作論壇會議」，但布國不會參加，

也不應參加(自由時報，2000.8.24，2 版)。馬拉威則公開證實將參加「『中』非合作論壇

會議」(聯合報，2000.9.20，13 版)。 

此外，中共對外宣傳召開此項論壇會議之目的在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及

加強「中」非在經貿等領域的合作。而中共對非外交政策所提出的 5項原則(真誠

友好；平等相待，尊重主權；互利互惠，共同發展；加強在國際事務的磋商與合作；共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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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高築與國際地位低落的大部分非洲國家而言，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此

次會議若召開成功，中共可能會擴大該合作論壇的機制，甚至有可能再逐步提升

至領袖級的高峰會議，除利於中共爭霸第三世界領導權的地位外，我國對非外交

活動勢必受到進一步的打壓(吳東野，「今年前半年中共與非洲國家關係發展之研析」，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研究中心，頁 7、9)。 

 

三、中共持續對我在國際組織外交(甚至包括非政治性國際組織)打壓 

中共近來仍持續對我在國際組織外交打壓，除阻撓我參加聯合國外，並干擾

我參與WTO等非政治性的國際組織。 

 

（一）阻撓我加入聯合國 

我國今年仍賡續推動重返聯合國活動，因此中共高層運用出席今年9月舉辦

的聯合國千禧年相關活動的機會，防堵我藉機就重返聯合國展開造勢活動。趁聯

合國大會召開期間，中共頻頻與我邦交國代表接觸。「外交部長」唐家璇以早餐

會的方式邀請 14國外長與會，和我國有邦交的查德、賴比瑞亞、索羅門群島、

聖克里斯多福及瓜地馬拉等國外長均與會(臺灣日報，2000.9.14，11 版)。之後瓜地馬拉、

索羅門群島、聖克里斯多福等國在一般辯論發言時，即未參與提出臺北參與聯合

國議題(聯合報，2000.9.19，13 版)。 此外，普亭與江澤民9月6日於聯合國總部與會面

時表示，俄羅斯反對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中央日報，2000.9.8，3 版)。 

 

（二）干擾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據金融時報報導，中共要求 WTO接受其對臺灣主權的立場，在其所提交 WTO

工作小組的文件中聲稱，有關其與臺灣、香港、澳門「個別關稅領域」進行貿易

的文字，都應表明這 3個地區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通訊社，2000.7.27)。美國駐日內瓦

貿易談判大使海斯女士指出，美國絕不會接受這樣的文字安排 (國家通訊社，

2000.7.28)。柯林頓 9月 7日致函國會議員表示，美堅定主張臺灣應與大陸一同加

入 WTO，美國不接受中共主張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獨關稅領域(中國時報，

2000.9.8，5 版)。柯林頓並於 9月 12日再度致函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羅特，保證美國

支持臺灣以「臺、澎、金、馬關稅領域」的名義與中共在同一會期加入WTO(中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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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2000.9.14，14 版)。 

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亦證實，柯江會談談及兩岸加入WTO問題，柯林頓向江

澤民表示美國政府堅守承諾支持臺灣加入 WTO，中共不反對臺灣在中共之後入

會。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太資深主任李侃如向我簡報指出，錢其琛與唐家璇承諾

同意臺灣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稱在中共之後加入 WTO(聯合報，

2000.9.20，13 版)。惟中共「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與 WTO秘書長會談時，再次強調

「臺灣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中共似仍有意使臺灣以「中國」的一個關

稅領域的名義加入WTO(中國時報，2000.9.28，14 版) 。 

 
四、「中」日關係陷入低潮 
近來因中共軍艦及海洋調查船一再擅闖日本主張的專屬經濟海域(EEZ)進行各

種情報蒐集活動引起日本政界反彈，造成日本政府凍結對中共的172億日圓特別

貸款。「中」日雙方向來不乏意見分歧的課題，但針對僅限於兩國之間的摩擦就

採取如延遲貸款等懲罰性做法，實屬罕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9.7)。此外，中共最近

拒絕日本運輸大臣森田一9月訪問大陸，使得「中」日兩國關係陷入低潮。日外

相河野洋平於 8月 28日訪問大陸，希望能化解低迷的兩國關係，惟「中」日雙

方互信薄弱，雙方關係能否改善仍待觀察(臺灣時報，2000.8.30，7 版)。 

 
（一）日外相訪問大陸 
日外相河野洋平於 8月 28日訪問大陸，抵達後隨即與中共「外長」唐家璇進

行會談。會談主要議題包括：中共「總理」朱鎔基 10月的日本之行、中共軍艦及

海測船入侵日本海域、日本與中共的貸款等(聯合報，2000.8.29，13 版)。 

在朱鎔基訪日的問題上，朱鎔基確定於 10 月 12 日至 17 日訪問日本，「中」

日元首間的熱線對話也將在朱鎔基訪日前開通。在中共軍艦及海測船入侵日本海

域的問題上，雙方就兩國進入對方EEZ進行海洋調查前，必須事先通報達成協議，

但有關兩國EEZ的界定問題將在 9月下旬進行協議(臺灣時報，2000.8.30，7 版)。惟中共海

測船仍在 9月 5日第 18次進出日本認定的 200浬經濟海域，使日本懷疑中共是否

願信守承諾(聯合報，2000.9.17，13 版)。 

在日本對中共的貸款問題上，河野表示由於中共軍事政策缺乏透明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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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反對繼續提供經援的意見高漲。唐家璇則強調，中共已發表國防白皮書，確

保國防的透明度。此外，河野與朱鎔基會談時，朱鎔基承諾，日本人仍有權競爭

京滬高速鐵路的合同(日本目前正與法、德等國競爭京滬高速鐵路的建設工程，日本威脅取消貸款，亦與爭奪

此項工程有關。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8.28)，並將重新安排日本運輸大臣森田一來訪。 

 

（二）「中」日互信難以建立 

「中」日間除存在爭論已久的歷史與經援問題外，從地緣政治因素來看，「中」

日兩國都把對方視為威脅，提防和戒備之心清晰可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8.29)。日本

今年 7 月公布的防衛白皮書就強調中共飛彈對日本的威脅及中共艦艇增強在日

周邊海域活動。此外，日本首相森喜朗8月底訪問印度，和印度建立全球性夥伴

關係以對付共同的安全威脅─中國。印度、日本及越南今秋將舉行聯合海上演

習，地點包括麻六甲海峽及南中國海，這些海域都是中共急於擴大勢力的目標(中

國時報，2000.8.28，14 版)。且日本今年派自衛隊參加美國和東南亞各國舉行的多國軍事

演習，意味日本可能衝破和平憲法的限制，更多地介入南海爭端(廣角鏡月刊，2000 年 8

月，頁 72)。 

河野洋平剛結束大陸之行，代表中共軍方立場的「解放軍報」旋即針對日本

近期的兩項軍事行動大加批判，一是 2003年 3月底之前發射 3顆偵察衛星；二

是組建一支「護島部隊」，認為這兩項軍事行動的主要用意在「加強對朝鮮和中

國的軍事遏制」，也隱藏著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企圖(中國時報，2000.9.1，14 版)。此外，

對於河野在聯合國大會演講表示日本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意願，中共「外

長」唐家璇表示「有關安理會的改革不能只滿足2、3個國家的要求」，暗示反對

日本想成為常任理事國的立場(中國時報，2000.9.15，14 版)。 

 
五、朱鎔基訪歐洲 6國及歐盟 
中共「總理」朱鎔基於6月27日至7月12日訪問保加利亞、德國、盧森堡、

荷蘭、義大利、比利時6國，並至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訪問。由於朱鎔基此行是在

中共與歐盟達成有關 WTO協議之後進行，主要目的為加強與歐洲國家的經貿合

作、推動與受訪國雙邊政治關係的發展，並在「臺灣問題」、人權問題上爭取歐

洲各國的理解和支持。此行重點析陳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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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與歐洲各國經貿合作 

歐盟是中共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日本和美國。但從技術轉移情況來看，

歐洲方面，特別是德國對中共的轉移比美日好，由於中共與歐洲沒有直接的利害

衝突，所以中共更看重歐洲的技術市場。相較於歐盟其他國家，德國佔有特殊的

份量，從朱鎔基此行與德國簽署多項合作協定可見一斑。「中」德經貿關係名列

歐盟榜首，目前「中」德貿易額超過英法兩國同中共貿易的總和(中國通訊社，2000.6.26)。 

此外，朱鎔基此行極可能掀起德國對中共的投資熱潮，因為中共加入WTO後

必然擴大開放市場，同時德國幾家大企業皆表示將於2至3年內大舉在中國投資

約100億美元(吳東野，「朱鎔基近期訪問德國之研析」，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5-6)。 

 

（二）人權問題備受關注 

朱鎔基此行不斷遭到關切西藏及人權問題人士的抗議。在朱鎔基訪問德國前

一天，德國外交部公布1997年至1999年德國對外關係中的人權政策報告全文，

表達對中共人權狀況的不滿。外長費許(Joschka Fischer)與唐家璇的會談亦主動提及雙

邊進行人權對話的重要性(吳東野，「朱鎔基近期訪問德國之研析」，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7)。

「中」德雙方並簽署了法律交流架構協議，不論此項協議是否有促成中共改善人

權狀況的成效，最起碼有助於中共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塑造政治改革之形象

與誠意(吳東野，「朱鎔基近期訪問德國之研析」，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3)。 

訪問歐盟時，人權問題也為討論重點之一。在與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會談

後，朱鎔基承認在人權問題上仍有分歧，但認為歧見應以對話而非對抗來尋求解

決。此外，由於英國多佛爾港發現 58具中國偷渡者屍體的事件震驚國際社會，

朱鎔基此行表示中國政府堅決反對非法移民，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也採取了嚴格

的措施來禁止非法移民和偷渡。此外，表明願加強與國際合作打擊以蛇頭為首的

偷渡犯罪行為。 

 

（三）持續對我外交打壓 
在臺灣問題上，朱鎔基重申中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立場。受訪

各國則重申繼續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不與臺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值得注

意的是，在義大利的記者會上，朱鎔基答詢記者「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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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表示，「一個中國」是對外國人說的，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

是說給臺灣人聽的。 

訪問德國時，對於德國與臺灣沒有邦交，也不賣武器給臺灣的態度表示讚

賞，認為「德國處理與臺灣接觸的模式，可作為他國與臺灣交流的借鏡」(工商時報，

2000.7.1.，7 頁)。此外，還利用磁浮鐵路建造案攏絡德國，藉以旁擊法國，意圖影響

法國售我衛星案。在參觀波茨坦協定簽署地點西西里宮之機會，提及開羅宣言與

該協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將臺灣自日本手中歸還中國，藉以強調其「臺灣為中

國之一部分」的論調。 

 
六、中共加強與中亞各國合作 
中共加強與中亞各國合作，除參加在杜尚貝舉行的「上海五國高峰會」外，

並有意成立上海論壇與東南亞國協、北約相抗衡。 

 
（一）江澤民參加「上海五國高峰會」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7 月 5 日出席「中」、俄、哈薩克、吉爾吉斯、

塔吉克 5國元首第五次會晤。各國元首在第一天會談後發表共同聲明指出 5國將

根據「一個中國」原則，支持中共維護國家統一的願望和努力，反對任何國家以

任何形式，將臺灣納入TMD計畫的立場。同時反對其他國家以人道和保護人權為

藉口，干涉 5國的獨立與主權完整(臺灣日報，2000.7.6，4 版)。 

據報導，普亭與江澤民會面時表示，如果中共與臺灣發生戰爭而美國第七艦

隊援助臺灣，他將下令俄羅斯太平洋艦隊阻撓美軍赴臺(聯合報，2000.7.21，13 版)。不

過，俄羅斯駐美官員否認普亭曾作此指示(中國時報，2000.7.30，14 版)。此外，俄羅斯近

來首次將在車臣參加反俄戰鬥的維吾爾族人引渡給中共，中共一直尋求與中亞鄰

國合作以打擊新疆的分裂主義活動，而引渡協議是雙方合作的關鍵。 

 

（二）中共推動上海論壇的成立 

為與東南亞國協及北約相抗衡，中共有意利用「上海五國高峰會」區域組織

的特性成立一更緊密、強大的組織─上海論壇(Shanghai Forum)，將囊括烏茲別克，甚

至蒙古及其他前蘇聯國家。成立原則一為反美，抵抗北約東擴；其二為打擊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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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獨立運動的勢力，以防止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國際人道主義介入，如此可防止

美國干涉車臣、臺灣、新疆、西藏等問題；其三為對抗宗教極端主義及恐怖主義。 

惟上海論壇能否成為江澤民外交成就之一仍令人懷疑，因為上海五國缺乏合

作經驗，且各成員加入可能只是為了可以因此獲得西方的讓步，尤其普亭在俄羅

斯經濟情況不佳的情形下，不知能否抵抗西方的壓力(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0.7.26)。 

 

七、「中」俄加強合作但有侷限 

俄羅斯總統普亭於 7 月 17 日赴北京，進行兩天國事訪問，雙方除簽署「北

京宣言」及「反導問題聯合聲明」外，並達成軍事合作的基本協議，惟普亭上任

後，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調整是否影響「中」俄關係發展仍待觀察。 

 

（一）「中」俄加強合作 

▓加強在主權問題上的合作 

俄羅斯總統普亭於 7 月 17 日赴北京，進行兩天國事訪問。普亭此行與江澤

民、朱鎔基、李鵬等進行會談，雙方並簽署「北京宣言」及「反導問題聯合聲明」。 

在「北京宣言」中，俄國再次重申對臺「四不」─不支持臺獨、不支持兩個中國

和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加入主權國家參與的國際組織、不對臺出售武器(聯合報，

2000.7.19，13 版)。雙方認為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許外部勢力干涉解決臺

灣問題。此次八大工業國家外長會議未將臺海列入全球 13 個紛爭區域及高峰會

未觸及臺海問題，與此不無關係。在「反導問題聯合聲明」中除要求美國放棄發

展NMD及TMD外，並反對以任何形式將臺灣納入TMD(中國時報，200.7.19，1 版)。 

▓加強軍事合作 

據報載，「中」俄兩國國防部長已在普亭訪問大陸期間達成軍事合作的基本

協議，分2000至2005年及2005至2015年兩階段實施，其中包括雙方將聯合舉

行軍事演習、實戰模擬和高科技戰爭演習，為雙方強化戰略協作伙伴關係跨出重

要的一步(中國時報，2000.8.8，14 版)。此外，「中」俄將合作生產蘇愷 27改良型戰機 180

至 200架。而在以色列取消對中共轉移空中早期預警機的交易之後，俄羅斯官員

透露中共國防官員將在 8 月間訪問莫斯科，洽談購買俄製 A-50E 早期預警機事

宜。普亭政府認為若要出售 A-50E給中共，必須要有戰略優勢的利益交換(如解決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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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問題)。中共取得 A-50E 飛機後，將可顯著提升在臺海投射武力的能力(中國時報，

2000.7.28，14 版)。 

 
（二）「中」俄關係的侷限性 
自普亭就任俄羅斯總統以來，江澤民已數次主動表達對「中」俄繼續發展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期許。從「中」俄 7月高峰會觀之，雙方在國際局勢、領土主

權、「中」俄關係發展等問題仍有高度共識。惟自今年 3 月普亭當選總統以來，

已先後歷訪義、英、西班牙等歐洲諸國，並在 6月初與柯林頓舉行高峰會，以相

當明顯的具體作為來表現其對歐美的重視。7 月普亭訪問平壤、琉球，8 月專訪

東京，顯示出其已著手修正俄羅斯在葉爾辛時代對「中共一邊倒」政策(中央日報，

2000.9.7，2 版)。 

在軍事合作方面，俄羅斯內部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一直存

在相當高的質疑和反對聲浪，擔心會因此影響到俄國和西方關係的改善，更憂慮

俄羅斯同中共的軍事技術合作最終可能導致中共對俄羅斯的安全和發展構成威

脅(張雅君，「普丁就任俄羅斯總統後中俄關係發展之研析」，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7)。俄羅斯 8 月

23 日至 28日代號東方-2000的軍事演習，據媒體報導演習針對目標為中共(中國時

報，2000.8.25，14 版)。而俄羅斯目前正考慮在TMD作出適度讓步，藉以換取美國打消

部署 NMD，亦引起中共方面相當疑慮(中央日報，2000.9.7，2 版)。此外，「中」俄關係缺

乏堅實的經濟基礎，時至今日雙方貿易額勉強超過 60億美元(廣角鏡月刊，2000 年 8 月，

頁 21)，如果俄羅斯在戰略上有所收縮的話，很可能增加「中」俄進一步發展關係

的困難(中國時報，20007.1，14 版)。 

附表 
重要外交活動 

時間（2000） 派    出    與    邀    進    情    形 

6.27-7.13 「總理」朱鎔基訪問歐洲6國及歐盟：於6月27日至7月12日訪問保加利亞、德國、盧森堡、荷蘭、義

大利、比利時6國，並至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訪問。 

7.1-7.13 中共代表團訪問南非、烏干達、奧地利：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賈慶林率領。 

7.1- 中共全國政協代表團訪問非洲3國：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陳錦華率領，訪問幾內亞、馬里、加澎3國。

7.3-7.7 「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中亞：7月3日出席「上海五國高峰會」，隨後訪問塔吉克、土庫曼。 

7.11-7.31 「外交部長」唐家璇訪問亞洲3國：此行訪問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3國，並出席7月26日-29日在泰

國舉行的首次東盟─中日韓(10+3)外長會、第 7屆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第 33屆東盟與對話國外長會議

及東盟與中國對話會(10+1)。 

7.12- 「中國政協經濟政策考察團」訪問茅利塔尼亞：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李貴鮮率領。 

7.14-7.15 法國外交部長貝爾.韋德里納訪問大陸：此行與「外交部長」唐家璇等人會談，並重申法國政府將繼續堅

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7.16-7.30 「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問歐亞5國：此行訪問緬甸、泰國、印尼、白俄羅斯、哈薩克5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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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7.19 俄羅斯總統普亭訪問大陸：「中」俄雙方就地緣政治和國際安全、雙邊經貿合作、兩國邊境合作及進一步

推動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全面發展等重大問題交換意見。 

7.27- 「國務委員」吳儀訪問日本：參加「『中』日雙方投資促進機構」第十次聯席會議。 

7.30- 拉美地區里約集團「三駕馬車」外長訪問大陸：哥倫比亞、墨西哥、智利3國外長抵北平訪問，分別會見

江澤民、朱鎔基及錢其琛等人。 

8.14- 巴勒斯坦總統阿拉法特訪問大陸：此行會晤「國家主席」江澤民等人，尋求「中國」支持其獨立建國行動。

江澤民對於巴勒斯坦宣布建國的問題表示：「只要符合巴勒斯坦民族利益，有利於巴勒斯坦人民正義事業，

都會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8.16-8.17 以色列合作部長佩雷斯訪問大陸：此行訪問為加強和「中國」的合作關係，同時就繼續進行中東和談尋求

國際支持。訪問期間大力讚揚「中國」對於中東和談的理解和支持，也保證會採取措施來彌補因以色列中

止向「中國」出售預警雷達系統而給兩國關係造成的損害。 

8.16-8.24 肯亞國民議會議長弗朗西斯.卡帕羅訪問大陸：此行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的邀請訪問大陸。

8.17-8.19 「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尼日：由「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副部長」孫廣相率領，尼日外長並重申「一個中

國」的立場。 

8.20-8.24 紐西蘭外交、貿易和司法部長菲利普.戈夫訪問大陸：此行應「外交部長」唐家璇的邀請，並會見「國務

院總理」朱鎔基等人。 

8.21- 「中央委員、中聯部部長」戴秉國訪問中亞3國：此行訪問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等3國。 

8.25- 中共代表團訪問拉美3國：由「社科院院長」李鐵映率領，訪問智利、哥倫比亞、古巴。 

8.28- 「中共宗教領袖代表團」訪問美國：由中共「天主教愛國教會主席」傅鐵山率領，將出席在聯合國總部召

開由各國宗教領袖參加的「千禧世界和平高峰會」。由於中共對聯合國的施壓，使得達賴喇嘛未能出席此

次會議，主辦單位雖邀請達賴出席最後兩天的閉幕會議，但為達賴所拒(自由時報，2000.8.29，10版)。

8.28-8.31 日外相河野洋平訪問大陸：同「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朱鎔基、「外交部長」唐家璇、「中央書記處

書記」曾慶紅等人舉行會談，就中國海測傳及軍艦侵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日本對中共官方援助貸款、朱

鎔基訪日等問題進行討論。 

8.28-9.1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美國：出席 8月 30日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各國議長大會，會議期間將

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各國議會聯盟主要負責人等。 

9.2-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問東歐、北歐5國：此行訪問冰島、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俄

羅斯5國。俄羅斯總統普亭會晤李鵬時透露，俄「中」雙方積極著手準備「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這項重要文件可望於2001年正式簽署。李鵬並向俄國電力系統集團提出「中國已不需要進口俄國的電力」

(中共在2007年三峽工成完工後，將會電力過剩，不必再進口電力)，令俄國朝野錯愕不已。 

9.4-9.9 江澤民赴紐約參加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在紐約期間除發表兩次公開演講外，分別與柯林頓、普亭、金大

中等各國領袖會晤，惟不擬會晤以色列總理巴瑞克，以抗議以國臨時取消出售空中預警系統給北京(中國

時報，2000.9.5，14版)。 

9.5- 「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長春訪問歐洲3國：此行訪問瑞典、義大利、西班牙3國。 

9.14- 法國樞機主教艾契加雷訪問大陸：此行與中共官方教會負責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傅鐵山等人會面。

艾氏曾在 1980、1993年間前往北京兩次，為中共承認羅馬教廷中唯一的對話者。北京的外交界人士多認

為，艾氏此行為中「梵」之間進行直接對話帶來機會，雙方很有可能就建交事宜進一步交換意見(中國時

報，2000.9.15，14版)。 

9.16-9.26 「外交部長」唐家璇訪問拉美4國：此行訪問古巴、墨西哥、巴西、智利4國。 

9.19- 「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訪問印尼：由「中央對外聯絡幹部部長」戴秉國率領，此行會見印尼副總統梅加瓦

蒂、印尼國會議長、印尼其它主要政黨領導人等。 

9.27- 「中」日海上劃界會談：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副局長佐藤重和與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副司長」劉大群，

在北京就雙方海上劃界問題進行討論。 

軍事外交 

7.1- 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湯加王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由「副總參謀長」吳銓敘上將率領。 

7.3- 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中亞4國：由「蘭州軍區司令員」李乾元中將率領，訪問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和土庫曼4國。 

7.4- 美國務次卿霍倫訪問大陸：此行參加7月7日及8日於北京舉行的「中」美防止武器擴散對話。 

7.5-8.13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訪問亞非3國：由南海艦隊的「深圳」號導彈驅逐艦和「南倉」號綜合補給艦所組

成，此行訪問馬來西亞、坦尚尼亞、南非。 

7.5- 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非洲4國：由「總後勤部政治委員」周坤仁上將率領，訪問幾內亞、馬里、貝寧、多

哥4國。 

7.11-7.15 美國防部長柯恩訪問大陸：與「國家主席」江澤民、「副總理」錢其琛、「國防部長」遲浩田等人進行會談。

8.1- 「中國人民解放軍友好參觀團」訪問克羅地亞：由「瀋陽軍區政委」姜福堂中將率領。 

8.7-8.8 「中」美防止武器擴散會談：在夏威夷舉行，出席談判的美國代表包括國家安全官員，由主管禁止武器括

散問題的助理國務卿艾宏恩領軍，在中共涉嫌擴散武器及美國建立飛彈防禦系統的問題上仍存歧見(中國

時報，2000.8.11，14版)。 

8.14- 「中共軍事科研與訓練代表團」訪問南亞：此行訪問孟加拉、印度。 

8.16- 英軍艦訪問大陸：英國軍艦「康沃爾」號和「明法號」分別訪問上海和青島，是自去年「誤炸事件」後，

英國軍艦首次訪問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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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8.22 「中國人民解放軍友好參觀團」訪問芬蘭：由第二砲兵司令楊國粱率領。 

8.18-9.1 「中共軍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由院長王祖訓上將率領，參觀包括美國國防部、西點軍校、陸軍戰

爭學院、太平洋司令部及位於諾福克的美軍聯合司令部等。 

8.20- 「中國海軍艦艇編隊」訪問美、加：由北海艦隊參謀長呂芳秋少將率領，前往美國夏威夷、西雅圖和加拿

大溫哥華進行友好訪問。 

9.15- 「共軍友好參觀團」訪問古巴：由「解放軍北京軍區政委」杜鐵環上將率領，參觀團主要成員有「成都軍

區副司令員」劉寶臣中將、「廣州軍區政治部主任」馬國文中將等。 

9.14- 「中」美防止武器擴散會談：由美國務院防止武器擴散主管艾宏恩和中共「副外長」王光亞進行會談，美

方希望這次會談能限制中共協助巴基斯坦等國發展飛彈科技，北京則希望這次會談和美國對臺軍售問題掛

勾(中國時報，2000.9.15，14版)。 

9.17- 印度海軍艦艇編隊訪問上海：為慶祝「中」印兩國建交50週年，為印度海軍軍艦第三次訪問中國大陸。

9.22- 中共軍事代表團出訪4國：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率領，此行訪問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馬耳它4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