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中共強化與俄羅斯、北韓關係，形塑抗美聯盟。 

■911事件後中共高層迅速調整對美姿態，修好自 7月初開始漸趨穩

定的美「中」關係。江澤民並以「電話外交」與各國領袖互動，提

升北京的國際影響力。 

■中共官方現階段技巧的避免落人「藉機拉美制臺交換條件」之口

實。 

■朱鎔基出席「中」歐峰會，關注歐盟在臺設立代表處議題。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7 月中旬前往俄羅斯等 5 國訪問，期間與普亭簽

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強化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8 月中旬金正日亦前

往俄羅斯訪問，江澤民則於 9月初訪問北韓，3方加強合作以因應布希政府上任以

來與日本、南韓和澳洲等盟邦關係的強化。近期美「中」互動頻繁，國務卿鮑爾

及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拜登相繼訪問中國大陸，雙方並舉行防止武器擴散會談。9月

11 日美國遭恐怖分子攻擊，此事件促使美「中」合作打擊恐怖主義，中共並將對

抗恐怖主義和打擊分離主義掛鉤。此外，美「中」交流並未受到 911事件影響，「國

防海事諮商協定」特別會議、唐家璇訪美仍按計畫進行，美「中」人權對話將於

10 月初於華府舉行，雙方將恢復副部長級對話。惟 9 月 25 日白宮宣布修正布希

10月的東亞行，布希仍將出席 10月 20日至 21日在上海舉行的 APEC非正式領袖

高峰會，但前往北京、東京和漢城進行的官式訪問將延期。朱鎔基於 9 月 2 日至

15 日赴愛爾蘭、比利時、俄羅斯、哈薩克訪問，此行不僅強化與這些國家的雙邊

關係，更重要的是出席 4 國中的 3 項高層會晤安排，即在歐盟總部比利時舉行的

中「歐」第四屆高峰會、在俄羅斯舉行的「中」俄總理第六次定期會晤、在哈薩

克舉行的首次「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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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於 7 月 15 日至 26 日前往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

蘭、摩爾多瓦、馬耳它等 5國訪問。其中江澤民訪問俄羅斯期間，與普亭簽署「中

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強化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此外，為加強雙方關係，中

共調派「外交部副部長」張德廣任駐俄大使(前中共駐俄大使武韜以「部長助理」出使莫斯科)，朱

鎔基亦於 9月訪問俄羅斯(中國時報，2001.7.28，p.11)。 

 
◆條約及聲明重點 
「中」俄關係在俄羅斯前總統葉爾辛任內，奠定新而深的基礎，兩國關係從

「互視友好國家」(1992年)、「建設性夥伴關係」(1994年)提升到「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6年)。江澤民此次訪問莫斯科，與普亭共同發表「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並

簽訂「中俄友好睦鄰合作條約」。新約共 25條，期限 20年，強調兩國是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雙方加強在軍事安全、軍事技術、金融、司法、打擊恐怖主義等領域

的交流合作。不同於 1950年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新約特別凸顯「不

針對任何第三國」(聯合報，2001.7.17，p.1)。有關聲明及條約重點如下： 

●反對美國部署飛彈防禦系統 

聯合聲明中重申 2000年 7月 18日在北京簽署的「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的立場，強調「反導(反飛彈)條約」至關重要，是戰略穩定的基石和削減進攻性戰

略武器的基礎，贊成維護條約的現有形式。他們主張在維護和遵守「反導(反飛彈)條

約」的前提下進一步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中」俄元首認為，國際社會必須加倍

努力防止飛彈及飛彈技術擴散，並在所有有關國家參與下，進一步探討在平等和

非歧視基礎上建立全球防止飛彈擴散制度的可能性。 

●俄羅斯支持北京對臺灣的主權 

條約第五條，俄方重申 1992 年至 2000 年期間兩國元首簽署和通過的政治文

件中就臺灣問題所闡述的原則立場不變。俄方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方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灣獨立。 

●中俄邊界問題 

條約中指出雙方將根據 1991年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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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聯邦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繼續就解決「中」俄尚未協商一致地段的邊

界線走向問題進行談判。普亭在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中表示，雙方外交部門的專家

已經解決了「中」俄 90﹪的邊界問題。普亭並透露，目前仍有兩塊小區域在劃界

上有爭議，雙方將盡力解決遺留的邊界問題(中國時報，2001.7.17，p.11)。 

 
◆對美、「中」、俄三角關係的影響 
雖然此次「中」俄簽訂的是一般友好合作條約，不是同盟條約，但在政治和

軍事上會對美國產生壓力，未來「中」俄雙方在軍事、外交上的密切合作是可以

預見的，惟俄羅斯與美「中」維持等距外交，俄「中」是否可能經由簽訂友好條

約進一步發展至同盟對抗美國仍待觀察。 

●美國盡力拉攏俄羅斯，「中」俄結盟仍待考驗 

小布希政府視中共為戰略對手，但對俄羅斯的定位有明顯不同。小布希 5月 1

日在國防大學的演說中指出，「今天的俄羅斯不再是我們的敵國，而是轉型中的國

家，大有機會成為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既怡然自得，也敦親睦鄰。….俄羅斯和

美國應該合作，為 21世紀的世界和平與穩定奠定新基礎」(聯合報，2001.5.3，p.11)。此外，

美國研發部署 NMD，針對中共的意圖遠高於俄羅斯，因為俄國有數千枚核子彈

頭，根本無法防禦，但中共只有少量洲際彈道飛彈，因此美國發展防禦系統的目

的就是為了防範中共，因此中共擔心美國分化中共和俄羅斯(聯合報，2001.7.15，p.13)，在

美「中」俄的三角關係上，俄羅斯很可能反而與美國就反彈道飛彈問題達成協議。 

今年 6 月小布希與普亭會面，稱他是是個有信用的人。美國務卿鮑爾接受訪

問時也說，美國不願背棄與俄羅斯締結的反飛彈條約，希望達成新的協議，以使

美國繼續推動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中國時報，2001.7.16，p.3)。這次「中」俄所簽署的條約

中第八條( 締約雙方不參加任何損害締約另一方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聯盟或集團，不採取任何此類行動，包括不

同第三國締結此類條約)即是中共為了防範美俄在部署 NMD 問題上達成協議(Financial Times，

2001.7.16)。對於「中」俄簽訂新約，美國認為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也不會影響美國

建立飛彈防禦系統的決心(中國時報，2001.7.18，p.3；2001.7.19，p.11)。對於美國有意部署飛彈

防禦系統一事，普亭表示，「中」俄兩國不會做出聯合反應(中國時報，2001.7.19，p.11)，因

此不排除俄國基於自身的國家利益考量，與美國達成妥協方案，如此將使中共陷

於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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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居於樞紐地位，與美「中」維持等距 

在美「中」俄的三角關係上，俄羅斯居於樞紐地位，美「中」皆欲拉攏俄羅

斯(江澤民曾向普亭建議協助俄羅斯償還俄國對工業 7 大國及對國際金融組織的債務。中國時報，2001.7.27，p.11)，俄

羅斯則與美「中」維持等距。如 6月 16日普亭與布希會談後，6月 18日即致電江

澤民通報 2人會晤情形，江澤民對於普亭在會晤中重申「反導(反飛彈)條約」是國際

安全基石的原則立場表示讚賞(新華社，2001.6.18)。7月 26日普亭再度與江澤民通電話，

通報 8 國集團熱那亞首腦會議，以及美俄雙方就全球戰略穩定進行會談的有關情

況(聯合報，2001.7.27，p.13)。另一方面，「中」俄雖簽署友好條約，但「中」俄強調新約

的不同面。中共官員一直強調，友好合作條約保證彼此不將對方視為敵人，凸顯

北京害怕莫斯科可能會與歐洲或美國聯合對抗崛起成為大國的中共。俄羅斯則強

調新條約的彈性，俄羅斯副外長魯斯尤科夫 7月 10日赴北京為普江高峰會作最後

準備時表明，新約將允許雙方有「相當大的意見自由」(自由時報，2001.7.18，p.10)。 

位於德州的戰略預測公司在全球情報分析中強調，由「中」俄在普江峰會前

傳達的訊息已可明白看出雙方缺乏團結。俄羅斯 7月 12日派遣 1個國防部代表團

前往布魯塞爾討論俄羅斯提出的歐洲飛彈防禦計畫，而北京強烈反對飛彈防禦計

畫。在此同時，江澤民 7 月 5 日與美國總統布希通話時指出雙方關係已有改善，

北京與華府也有共同的利益。這兩件事具有多重意義。第一莫斯科與北京都在提

醒對方，他們仍與歐洲和美國維持關係，不會依賴彼此。第二，莫斯科與北京也

在向華府和歐洲傳達至少目前還未形成俄「中」集團計畫的訊息(國家通訊社，2001.7.16)。    

 
◆對臺影響 
●「中」俄加強合作升高對我壓力 

此次「中」俄新約表明「中」俄間不是結成軍事同盟，雙方的軍事合作及軍

事科技交流也不是針對第三國，但部分觀察家認為這些都是「中」俄官方對該條

約的辯解之詞，外界根本不能當真。「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奠定北京、莫斯科

「軸心國」地位，今後「中」俄將聯手對付美國及其盟友。如條約第九條：「如出

現締約一方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

威脅的情況，締約雙方為消除所出現的威脅，將立即進行接觸和磋商。」專家指

出，對臺灣及美國來說，這意味一旦美軍派兵協助臺灣，俄軍可能出兵幫助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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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國時報，2001.7.20，p.11)。 

此外，「中」俄在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之後，俄國將出售更多先進武器給中共。

去年一年中共向俄羅斯採購總額達 20億美元的武器，比前年幾乎增加 1倍，占俄

國武器出口總額的 60﹪以上。據莫斯科著名軍事專家費根阿瓦透露，中共為提升

在臺海的戰力，準備購買能擊潰美國航空母艦的俄國最新式「花崗岩」反艦核子

巡弋飛彈(聯合報，2001.7.21，p.13)。此外，據報載，中共已與俄羅斯簽約，將購買蘇愷卅

MKK地面攻擊戰機，購機總額達 20億美元，預計 2003年交貨（按：此應為中共第二次向

俄羅斯購買蘇愷卅。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2001.7.20，p.1)。 

 
二、911事件促使美「中」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近期美「中」互動頻繁，美國務卿鮑爾、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相繼訪

問大陸。此外，受到美國 9月 11日遭恐怖主義分子攻擊的影響，雙方同意合作打

擊恐怖主義，而唐家璇訪美、「國防海事諮商協定」特別會議等仍按照計畫進行，

未受到 911 事件影響。惟 9 月 25 日白宮宣布修正布希 10 月的東亞行，布希仍將

出席 10月 20日至 21日在上海舉行的 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但前往北京、東

京和漢城進行的官式訪問將延期。 

 
◆鮑爾訪問大陸  
美國國務卿鮑爾於 7 月 28 日至 29 日訪問大陸，為小布希政府上任以來美方

訪問大陸的最高層官員。鮑爾此行主要目的是為小布希總統 10月北京之行鋪路，

也意在修補軍機擦撞事件後陷入低潮的美「中」關係。鮑爾與江澤民、朱鎔基、

唐家璇等舉行會談，雙方觸及兩岸、人權、反擴散、能源、環保、國際地區安全

合作等問題(聯合報，2001.7.29，p.1)。  

●中共急於改善美「中」關係 

中共認為布希政團中鮑爾是溫和派，主張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與鷹派的國

防部長倫斯斐有所不同。中共當局期待藉著對鮑爾的禮遇，使鮑爾在布希的外交

團隊中加分。中共除了在行程安排上禮遇鮑爾外，還破例安排由中央電視臺以專

訪方式訪問鮑爾，使他能直接面對中國大陸民眾解釋美國在 NMD及人權問題上的

立場，過去國外政壇領袖只有柯林頓獲此殊榮(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7.31)。此外，中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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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和諧氣氛，在鮑爾行前釋放被判間諜罪的美籍華人學者李少民、及准許被判

刑 10年的高瞻及覃光廣保外就醫(聯合報，2001.7.28，p.13)，中共並同意美國航空母艦「星

座號」及其他 6艘美國戰艦於 8月 20日至 25停靠香港(中國時報，2001.7.28，p.11)。 
●美「中」關係逐步恢復正常 
此行鮑爾與中共達成 4項協議：1.兩國將於今年 9月舉行第 14次「中」美聯

合經濟委員會會議，並將於今年適當時間舉行「中」美商業貿易聯合委員會會議。

2.雙方原則同意 8月舉行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專門會議。3.雙方原則同意恢

復「中」美政府間人權對話。4.雙方原則同意就核不擴散問題舉行專家磋商會議(聯

合報，2001.7.29，p.13)。惟雙方在臺灣、NMD 問題等關鍵性的爭執仍未有任何妥協的跡

象。 
 
◆美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拜登訪問大陸，武器擴散為主要議題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在訪問臺灣之後，於 8月 7日至 11日訪問中

國大陸。在對華政策上，拜登奉行接觸政策，且反對美國不顧一切部署飛彈防禦

系統，認為美國在部署之前需要與俄羅斯和「中國」進行溝通。針對「中國軍事

威脅」的說法，拜登也明確表示，「中國」不構成對美國的軍事威脅，因為「中國」

的國防預算即使按照美國的統計數據也只有 400億美元，與美國 3,200億美元的軍

事預算相比，根本不算什麼(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8.17)。 

拜登此行以武器擴散為主要議題，訪問期間會晤江澤民、朱鎔基、遲浩田等

人。拜登力促中共終止移轉高科技彈道飛彈給巴基斯坦、伊朗、北韓及利比亞，

但江澤民否認所有武器擴散的指控，尤其在涉及北韓時，江澤民表示「北韓擁有

洲際彈道飛彈不是好主意」(中央日報，2001.8.10，p.7)。拜登指出，江澤民對美國軍售臺

灣的關切超過美國發展飛彈防禦系統(聯合報，2001.8.10，p.13)。 
●美「中」舉行防止武器擴散會談 
美國反擴散局代理副助卿范狄朋於 8月 23日率領跨部會專家團赴北京，與中

共就防止武器擴散舉行會談。會談後范狄朋認為中共表現「好壞交參」，國務院發

言人瑞克在例行記者會中以「坦誠、詳細」形容雙方的對話內容，並表示美國會

繼續就此與中共對話。中共則強調在防止武器擴散問題上一貫採取認真、負責的

態度，嚴格履行有關政策，並重申在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聯合報，200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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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 

1 週後(9 月 1 日)美國國務院即宣布制裁「中國冶金設備公司」，因為這家企業提

供飛彈零組件及技術給巴基斯坦，違反了中共和美國間的協議，制裁的內容是禁

止美國企業委託這家公司代為發射衛星。惟美方刻意選在連續假期(9月 1日起全美各地勞

動節連續假期)宣布制裁，同時只以 1家公司為限，希望能降低此事的衝擊(中國時報，2001.9.2)。 

 
◆美「中」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中共高層迅速表示願與美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美國遭受恐怖分子自殺式的攻擊後，江澤民於 9月 11日晚間隨即致電布希，

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問(國家通訊社，2001.9.12)。布希則於 9月 12日致電江澤民

(布希亦致電英、法、俄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元首)，感謝其對美國人民的哀悼和關心，兩人也

同意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聯合報，2001.9.14)。錢其琛 9月 14日亦與國務卿鮑爾通電話，

表示中共同意與美方就反恐怖主義活動加強合作。此外，中共外長唐家璇於 9 月

19日前往美國訪問，雙方的反恐怖專家 9月 25日在華府舉行會談。 

唐家璇與美國總統布希等高層官員會面時，重申中共將與美國合作打擊恐怖

主義。國務卿鮑爾與唐家璇會談後表示，雙方未談軍事合作，美國也沒有用任何

交換條件，換取中共的合作(聯合報，2001.9.23，p.4)。此外，美「中」人權對話預定於 10

月 1日至 3日在華府舉行(Washington Times，2001.9.22)，雙方將恢復副部長級對話，中共「外

交部」副部長李肇星、王毅預定明年初訪問美國(本會資料)。唐家璇此行在華府演說

時，重申錢其琛 9月 10日發表的談話，即中共主張「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儘速

三通」；和「新三段論」，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於一個中國，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聯合報，2001.9.22，p.4)。唐家璇與鮑爾會談時表示，「希

望美方會由一個戰略高點和長期的觀點好好處理臺灣問題」。鮑爾則表示華府了解

「臺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同時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以及遵守 3項

聯合公報的意願(中央社，2001.9.26)。此外，美國副助理國務卿凱利將於 10月 8日至 10

日訪問北京，商討反恐怖合作、武器擴散等議題(中國時報，2001.10.4，p.11)。 

●中共爭取國際支持其反恐怖主義 3原則 

朱邦造 9月 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中強調，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和組織，或擬

對如阿富汗等支持恐怖組織國家採取報復行動，須在聯合國憲章的基礎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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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能侵犯他國的領土和主權(聯合報，2001.9.14，p.2)。中共「外交部副外長」王光亞

也表示，北約一旦決定出兵打擊恐怖主義，應該和歐洲以外國家諮商。而如果有

關軍事行動獲得聯合國通過，中共不排除協助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中國時報，2001.9.14，

p.6)。9月 18日朱邦造在記者會上對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活動提出官方 3點看法:1.中

共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活動；2.打擊恐怖分子要以確鑿的證據為基礎，行動應有明

確的目標，不能傷及無辜平民；3.打擊恐怖主義是一項長期複雜的任務，應當在尊

重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法準則的基礎上，加強聯合國與安理會的作用，中共願

意在安理會討論任何有助於打擊恐怖主義的建議(聯合報，2001.9.19，p.14)。 

此外， 江澤民於 9 月 18 日致電俄、法、英等國領導人，藉外交動作確保中

共就美國對恐怖主義攻擊所持的立場，受到國際間重視。江澤民在與布萊爾通電

話時表明，打擊恐怖主義活動「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以及公認的

國際法準則，而且必須召開聯合國安理會」(國家通訊社，2001.9.19)。9月 29日江澤民與

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兩國總統進行電話會談，重申中共對於恐怖主義的基本立場(中

國時報，2001.10.2，p.11)。此外，中共「外長」唐家璇 10月 2日致電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

長穆薩，強調打擊恐怖主義應加強國際合作，充分發揮聯合國作用。無論是反恐

怖合作，還是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中共願與阿盟和阿拉伯國家，加強磋商和合作(聯

合報，2001.10.3，p.13)。唐家璇並分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及美、英、俄、法等國外長，

中共決定向聯合國難民公署緊急救援計畫提供價值 100 萬人民幣的物資(聯合報，

2001.10.2，p.6)。中共的外交攻勢顯示中共積極提升「中國」大國地位的企圖心(中國時報，

2001.10.2，p.11)。一般認為中共要求美國出兵須經聯合國決議可能有以下原因：1.支持

美國出兵阿富汗，等於贊成美國單邊主義，且可能損害中共與回教世界傳統友誼

及密切的關係(CNN，2001.9.19)。2.美國可能藉出兵，擴張在中亞的影響力，威脅中共

在此地區的戰略利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9.20)，且美國出兵可能對中共在中亞、南

亞的投資造成損失(中共在塔吉克投資油田，在巴基斯坦投資礦業、電訊業、港口、油管等達 10億美元。Asia Wall 

Street Journal，2001.9.25，p.6)。 

●中共將反恐怖主義與反分離主義、反宗教極端主義掛鉤 

朱邦造在 9月 1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國要求中國在打擊恐怖主義上提

供協助，中共也有理由要求美國在對抗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上面給予支持和諒

解，「我們不該有雙重標準」。朱邦造並表示，美國與中共在打擊臺獨分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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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共同的利益。當媒體憶測北京在反分裂與反臺獨問題上，與美國有什麼交

換條件，藉以換取中共對打擊恐怖主義支持時，朱邦造在 9月 20日的記者招待會

上堅決表明中共在支持反恐怖主義問題上，並沒有預設任何條件(國家通訊社，2001.9.26)。

此外，根據本會資料，美方官員透露，唐家璇此次訪美並未提任何交換條件。國

務卿鮑爾在與唐家璇會談後也表示，美國沒有用任何交換條件，換取中共的合作(聯

合報，2001.9.23，p.4)。鮑爾於 10月 4日會見外國媒體時指出，中共協助美國對抗恐怖主

義，並不會影響美國包括對臺軍售在內的對臺政策。臺灣不需因美「中」合作對

抗恐怖主義而感到憂慮(工商時報，2001.10.5，p.4)。美國前駐聯合國代表費浩偉(Harvey 

Feldman)表示，如果中共提出限制對臺軍售等為與美合作的條件，將損害美「中」

關係。且中共能提供美國的協助太少(中共可能允許美、英飛機緊急降落在其領土嗎？)，沒有什麼

籌碼提出交換條件(Taipei Times，2001.10.4，p.4)。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藍普頓(David Lampton)

亦指出，中共對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很重要，但他的份量尚未能與西歐、日本甚至

蘇聯相比，因此它企圖以臺灣問題為交換條件，將無法贏得美國的重視(中國時報，

2001.10.4，p.15)。惟中共「國臺辦發言人」張銘清 9月 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中」

美關係目前不斷從好的方向發展，對今後臺海局勢造成何種影響「猶待觀察」(國家

通訊社，2001.9.27)。 

此外，中共亦將「邪教」定位為恐怖主義。中共宣傳部門下令媒體將法輪功

成員今年 1月 23日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焚的形容為恐怖分子的行為。中共想藉美國

遭恐怖分子攻擊的事件合理化其鎮壓宗教團體的行為(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1.9.19)。自

911事件發生後，為防範疆獨分子進行暴力行動，中共鎮守在塔什干的解放軍，每

日都進行至少 4 次的軍事演習，公安局還針對可疑的犯罪分子和疆獨分子進行夜

間突擊（中國時報，2001.10.2，p.11）。 

●發展在中亞的影響力 

亞洲華爾街日報 9月 13日報導，在國際間重要國家避免與阿富汗塔里班政權

往來之際，中共卻與這個強硬的回教組織悄悄建立關係，目的在阻止其支持新疆

的回教好戰分子(中央日報，2001.9.14，p.6)。對此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表示，美

報紙有關報導與事實嚴重不符。阿富汗內戰爆發後，中共出於安全考慮，早在 1993

月 2 月就關閉了中共駐阿富汗大使館，迄今沒有任何常駐人員。所謂中共定期向

喀布爾派遣外交官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至於向塔里班提供修建水壩諮詢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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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電話網等報導，純屬無稽之談(中國時報，2001.9.16,p.4)。 

惟中共在中亞的影響力不容忽視，如美國國務卿鮑爾所言，中國大陸在地理

上有其影響力，因為中國大陸對這個地區有知識也有資訊，也有美國需要的情報(聯

合報，2001.9.23，p.4)。尤其中共與巴基斯坦關係密切，而巴國的合作對美國出兵對抗阿

富汗特別重要(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1.9.27)。在恐怖分子重創美國後，北京即與巴基

斯坦商量，確保中共協助巴國打造的武器未來不會被塔里班政權用來反擊美國的

報復(CNN，2001.9.19)。「外交部副部長」王毅並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特使身分，

於 9 月 18 日前往伊斯蘭馬巴德與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秘密會談(國家通訊社，

2001.9.19 ；Los Angles Times，2001.9.20)，探詢美國可能在巴國停留多久(Time，2001.9.19)。此外，

中共駐巴基斯坦大使於日前走訪阿富汗塔里班政權最高領袖歐瑪爾 (Mullah 

Mohammed Omar)，能見到這位從未接見穆斯林以外人士的領導人，可見中共影響力

的深遠(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1.9.27)。 

 
三、江澤民訪問北韓 
近來北中共與北韓互動頻繁，金正日在 2000 年 5 月及 2001 年 1 月兩度密訪

大陸，江澤民則於 9月 3日起訪問北韓。  

 
◆形塑抗美聯盟 
布希政府上任來明顯增強與日本、南韓和澳洲的關係，此一態勢讓北京、平

壤、莫斯科均感壓力，「中」、俄、朝確有必要調整步伐，以回應可能的挑戰(中國時

報，2001.9.4)。江澤民 7月訪俄、金正日 8月中旬訪俄、江澤民 9月再訪北韓，3方互

動頻繁可見一斑。對中共而言，拉攏北韓，一方面建立亞洲同盟，另一方面強化

在南北韓統一問題上的影響力，更可以此為籌碼，讓美國在處理南北韓和平問題

上非依賴中共不可(中時晚報，2001.9.4)。 

 
◆中共對北韓影響力仍待觀察 
此次和江澤民同行的包括軍方幹部等共 100 人左右的大規模代表團，其中有

「組織部部長」曾慶紅、「對外聯絡部部長」戴秉國、「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郭伯

雄等，外交及經貿方面也是次長級官員同行，顯示雙方將在經貿、安保及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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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進行廣泛交流。唐家璇在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表示，江澤民訪問北韓是「到

親戚家走走」，與一般國際慣例訪問不同，將採傳統交流形式，在高峰會談前將不

設定細部的議題，由江澤民與金正日自由交換意見(中國時報，2001.9.3)。 

惟有學者指出，江澤民遲至今日才踏上北韓國門，足見北京在北韓的影響力

大不如前，可以說北京對金正日的動向是沒有把握的，使得中共在東北亞局勢中

陷入被動。江澤民的出訪，顯然是想儘快恢復在東北亞地區的主動地位。此次北

京媒體對江澤民訪問北韓一事非常低調，除了當天晚間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以頭

條新聞處理外，很多媒體都不提江出訪的事，很可能是對金正日的態度掌握不明

而留有餘地(中國時報，2001.9.4)。此外，中共與北韓並沒有發表共同聲明，江澤民也沒

有向北韓提出提供食品和石油的具體承諾(本會資料)。至於北韓 9 月 2 日突然透過廣

播向南韓國土統一院長官林東源提議兩國立刻恢復談判(南北韓第五次部長級會議已於 9 月 15

日在漢城舉行)，一般認為可能與林東源的不信任案有直接關係，而與江澤民訪北韓無

直接關連(中國時報，2001.9.3)。據媒體報導，江澤民有意邀請金正日出席 10月在上海舉

行的 APEC 非正式領袖會議，如果江澤民能說服金正日參加，將可提升北京在處

理朝鮮半島問題上的份量(中國時報，2001.9.4)。 

 
四、朱鎔基訪歐 
中共總理朱鎔基於 9月 2日至 15日赴愛爾蘭、比利時、俄羅斯、哈薩克訪問，

此行率領外交、外貿及文化等部長在內 135 名官員前往。朱鎔基此次訪問不僅為

強化與這些國家的雙邊關係，更重要的是出席 4 國中的 3 項高層會晤安排，即在

歐盟總部比利時舉行的中「歐」第四屆高峰會、在俄羅斯舉行的俄「中」總理第

六次定期會晤、在哈薩克舉行的首次「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會晤(世界日報，

2001.9.6)。 

 
◆參加中共與歐盟第四屆高峰會 
歐盟與中共 9 月 5 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第四屆高峰會議，雙方均表示，今後要

進一步擴大和深化「中」歐平等互利合作，加強政治、安全對話，擴大貿易、環

境、能源、文化、教育等各項交流與合作。對人權問題儘管雙方還存有分歧，但

將繼續在和平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展開對話(本會資料)。歐盟代表在會中對雙方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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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表示關切，去年中共對歐盟出超達到 391億 1千萬美元(New York Times，2001.9.5)。 

此外，中共在高峰會中數度提及歐盟前往臺灣設立貿易代表處議題，朱鎔基

在會中表示，歐盟在臺設處應僅具非正式及貿易性質(中央社，2001.9.6)。在兩岸問題上，

歐盟執委會主席普羅迪在記者會上說，歐盟在「一個中國」政策上與中共是一致

的，不承認臺灣為一獨立國家。在雙方所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指出，「歐盟重申繼續

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並希望經由建設性對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國』方面

對歐盟遵守『一個中國』原則表示感謝並重申依據『和平統一及一國兩制』基本

原則解決臺灣問題」(工商時報，2001.9.7，p.11)。比利時國營 RTBF法語電臺引據普羅迪的

談話指出，歐盟已向中共讓步，以換取前往臺灣設立貿易辦事處(中央社，2001.9.6)。 

 
◆與俄簽署 7項協議 
朱鎔基訪俄期間與俄總統普亭、總理卡西亞諾夫等會談，與過去俄「中」高

層會談不同，雙方這次迴避反彈道飛彈條約和美國飛彈防禦計畫(本會資料)。在俄「中」

總理第六次定期會晤中，雙方簽署 7 項協議，其中包括連接俄「中」兩國的輸油

管道協議，輸油管道將於 2005年竣工，該輸油管道從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次克一直

鋪設到大連。此外，中共向俄羅斯購買 5架 TU-254民航機，並有意購買另外 3架

I L-96-300民航機。卡西亞諾夫在會談前表示，今年俄「中」貿易額可望達到 100

億美元(中國時報，2001.9.9，p.11)。 

 
◆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首次會晤 
朱鎔基 9月 14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在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舉行的首次成

員國總理會晤，朱鎔基在會晤中指出，就健全「上海合作組織」的運行機制而言，

當前應重點抓好兩項工作：一是儘快著手制定「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以做到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二是抓緊建立反恐怖中心，以使我們在聯合打擊恐怖主義、分

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中，既有法律基礎，更有操作手段(本會資料)。會中並就美國遭受

恐怖襲擊一事共同發表譴責聲明。聲明中強調要和國際組織密切配合，為根除恐

怖主義作不妥協的鬥爭(中國時報，2001.9.15，p.2)。 

此外，6 國總理在會晤中一致決定啟動 6 國多邊經貿合作進程，簽署「『上海

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關於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基本目標和方向及啟動貿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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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便利化進程備忘錄」，並宣布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總理定期會

晤機制(本會資料)。 

附表 
重要外交活動 

時間 2001 派出與邀進情形 
7.1-8 馬耳他總統圭多.德馬爾科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朱鎔基等會談。 
7.3-5 唐家璇訪問外蒙古：此行會見蒙古總統巴嘎班迪、總理恩赫巴亞爾、外長額爾敦倫等。

7.5-8 英國副首相約翰 .普雷斯科特訪問大陸：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六次締約國會
議續會」有關問題與中共磋商。 

7.9-13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北韓：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姜春雲率領，參加「朝中友好合

作互助條約」簽訂 40週年紀念活動。 
7.9-17 中共「外經貿部副部長」孫振宇訪問非洲：於結束模里西斯訪問後，7月 9日續訪莫三

比克、津巴布韋及肯亞。 
7.10-11 日本 3黨幹事長訪問大陸：自民黨幹事長山崎拓、公明黨幹事長冬柴鐵三及保守黨幹事

長野田毅一行，會見江澤民、錢其琛、曾慶紅、戴秉國等，就歷史教科書、日本首相參

拜靖國神社等問題與中共高層交換意見。 
7.15-25 江澤民訪問歐洲 5國：此行訪問俄羅斯、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馬耳他，並與

俄羅斯簽訂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7.16-27 中共國際交流協會代表團訪問歐洲 3國：由「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蔡武率領，訪問亞塞

拜然、立陶宛、拉脫維亞。 
7.18- 中共「國務院僑辦主任」郭東坡訪問美國：此行訪問華盛頓、洛杉磯等地。 
7.23-27 唐家璇訪問越南：此行出席在河內舉行的東協+3(中日韓)對話會議、東協論壇會議、東協

+1(中國)對話會議。在東協+1(中國)對話會議上，唐家璇就中國與東協的合作提出以下看
法 1.充實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內涵，進一步提升雙方政治關係水平。2.深化全方位的互利
合作關係。3.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與合作。 

7.28-29 美國務卿鮑爾訪問大陸：為布希政府上臺以來，訪問大陸的美國最高層官員，此行主要

目的是為布希總統 10月北京之行鋪路，也意在修補軍機擦撞事件後陷入低潮的美「中」
關係。此行與江澤民、朱鎔基、唐家璇等舉行會談，雙方觸及臺灣、人權、反擴散、能

源、環保、國際地區安全合作等問題(聯合報，2001.7.29，p.1)。 
8.7-10 巴基斯坦財政部長蕭卡特.阿齊茲、交通部長賈維德.阿什拉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朱鎔

基、石廣生等，雙方就兩國領導人確定之瓜達爾港口項目和兩國經貿合作等問題交換意

見。 
8.8-9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拜登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朱鎔基、遲浩田、唐家璇、曾建

徽等會談，雙方討論反擴散、區域安全、人權與貿易等問題(聯合報，2001.8.4，p.13)。 
8.13-27 泰國詩琳通公主訪問大陸：此行會晤朱鎔基、溫家寶及「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等，

期間先後抵昆明、重慶、銀川等地訪問。 
8.17-20 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文重訪問諾魯：此行代表中共出席「第十三屆太平洋島國論

壇」會後對話會。周文重重申在臺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並表示論壇擬於年內在大陸正

式開設貿易代表處。 
8.22-9.3 中共「國臺辦副主任」王在希訪問東南亞：此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

係王在希就任後首度外訪，也是今年以來中共「國臺辦副主任」以上高層官員第五度外

訪。王在希此行除呼籲僑胞支持中共對臺政策外，指稱只要臺灣「心理上認同一中」，

兩岸即可「三通」。 
8.23- 巴解領袖阿拉法特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會晤，就中東目前的緊張情勢再次進行磋

商，「中」方支持在巴以雙方爭執的區域派駐國際觀察員。 
8.23-25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訪問緬甸：期間會晤緬甸外長吳溫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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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29 尼日總統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江澤民、朱鎔基等。雙方共簽署「兩國政府合作諒解備忘

錄」、「兩國政府貿易協定」等 6個文件。 
8.27-29 泰國總理他信.西那瓦訪問大陸：期間會見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雙方共同發表「聯

合公報」。 
9.1- 丁關根訪問葡萄牙、埃及、德國：此行出席 9 月 17 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的「亞太週」有

關活動。 
9.2-15 朱鎔基訪問歐洲 4國：此行訪問愛爾蘭、比利時、俄羅斯、哈薩克。 
9.3-5 江澤民訪問北韓：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舉行會談，就朝鮮半島情勢、北韓與美國關係、

中共向北韓提供援助等問題進行協商。 
9.3- 吳儀訪問俄羅斯、哈薩克：此行出席「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並陪同

朱鎔基總理訪問俄羅斯和哈薩克，出席「中」俄總理第六次定期會晤和「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總理首次會晤。 
9.7- 「外交部副部長」楊文昌訪問伊朗、約旦：此行會見伊朗外交部長哈拉齊、副部長阿明

紮德、約旦代理國王費薩爾、外交大臣哈提卜等。 
9.7-10 李鵬訪問越南：此行會見越南共黨主席隆德孟、總理潘文凱、國家主席陳德良、國會主

席阮文安等。 
9.8-11 中共「全國政協外委會代表團」訪問愛沙尼亞：由「全國政協外委會主任」田增佩率領，

參加愛沙尼亞與中共建交 10週年慶祝活動。 
9.12- 新加坡總統納丹訪問大陸：為納丹就任總統後首次訪華，此行會見李瑞環、胡錦濤等。

9.17- 「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訪問俄羅斯、韓國：隨行主要人員有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孫懷

山、委員馬有禮。 
9.18-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訪問大陸：此行以江澤民「特使」身分出訪，與巴基斯坦總

統穆夏拉夫秘密會談。 
9.19-21 唐家璇訪問美國：此行與布希、鮑爾、萊斯等會談，討論議題包括布希總統訪問大陸行

程安排、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等。雙方達成 5 項共識：1.積極準備布希今秋訪華。2.強
調雙方在反對恐怖主義方面合作的重要性。3.保持雙方外交部門的經常性對話。4.加強
雙方在防治愛滋病方面的合作。5.雙方將在近期舉行政府間有關人權的對話。 

10.8-10 美助理國務卿凱利訪問大陸：此行與中共官員商討布希出席 APEC高峰會的所有議程，
及反恐怖、飛彈防禦、武器擴散等議題。 

軍事外交 
7.4-5 巴布亞新幾內亞國防部長基爾羅伊.吉尼亞訪問大陸：此行與遲浩田、傅全有等會談。
7.6- 中共空軍友好代表團訪問拉美 3國：由喬清晨中將率領，此行訪問古巴、委內瑞拉、墨

西哥。 
7.9- 孟加拉陸軍參謀局長阿山.阿明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遲浩田、「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黎

等。 
7.16- 尼日國防國務部部長阿德拉加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遲浩田，「國防部外辦副主任」張邦

棟等參與會見。 
7.18- 共軍友好參觀團訪問東歐 3國：此行訪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 
7.23- 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罕默德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遲浩田、傅全有、熊光楷等。 
8.11-20 尚比亞軍事代表團訪問大陸：期間會晤遲浩田。 
8.20-25 美國軍艦訪問香港：美國星座號航空母艦等 7 艘軍艦訪問香港，是 18 個月來美國大型

軍艦首次訪問香港，顯示美「中」關係逐步恢復正常。 
8.21- 共軍友好參觀團訪問歐洲：此行訪問羅馬尼亞、匈牙利，由「濟南軍區政委」張文臺中

將率領。 
8.22- 厄瓜多爾聯指司令薩奧納海軍上將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遲浩田、傅全有等，期間訪問濟

南、西安、上海等地。 
8.23- 美「中」舉行防止武器擴散會談：美國由代理副助卿范狄朋率領，討論飛彈擴散及美「中」

2000年 11月達成的禁止飛彈擴散問題協議履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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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中共海軍艦艇編隊訪問歐洲：由中共海軍東海艦隊參謀吳福春少將率領，此行訪問德、

法、英、義 4國。 
8.24- 尼泊爾軍事代表團訪問大陸：由尼泊爾軍隊軍械部部長符東率領，此行會見傅全有等。

8.25-30 遲浩田訪問拉美、非洲 5 國：此行訪問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千里達-托巴哥、象牙海
岸、奈及利亞 5國，是中共國防部長第一次訪問這 5個國家。訪問期間，遲浩田將會見
5國政府和軍隊領導人，就發展雙邊外交及軍事關係，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並參觀軍隊及軍校(聯合報，2001.8.26，p.13)。 

8.26-30 賴索托國防軍司令莫薩肯中將訪問大陸：此行會胡錦濤、傅全有等。 
8.30-9.2. 希臘武裝部隊總參謀長馬努索斯.帕拉尤紮斯基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錢其琛、傅全有、熊

光楷等。 
9.1-5 中共成都軍區友好代表團訪問尼泊爾：團長為劉寶臣中將，此行會見尼泊爾國王賈南德

拉等。 
9.12- 敘利亞軍事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傅全有、「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錢樹根等。 
9.14-15 美「中」國防海事諮商協定特別會議：在關島舉行，討論兩國在公海國際空域和經濟海

域從事軍事活動時的航行安全。雙方一致認為，美「中」兩國有關部門保持接觸和加強

磋商，對於妥善解決美「中」海上軍事安全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此次會議原定 9 月 13
日至 14日舉行，由於美國發生恐怖分子襲擊事件，經雙方協定，會議推遲 1天舉行。

9.16- 中共海軍艦艇出訪澳、紐：由南海艦隊副司令員楊福成擔任編隊指揮員，此行參加在雪

梨舉行的澳大利亞聯邦成立 100 週年及國際艦隊檢閱活動。 
9.20- 中共南京軍區司令員梁光烈出訪西歐 3國：此行訪問比利時、荷蘭、希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