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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大陸與北韓互動與重啟「六方會談」可
能性之觀察 

 
政治大學邱坤玄教授主稿 

 

▇在去年延坪島砲擊事件之後，朝鮮半島形勢緊張，大陸為了防

止美國藉此事件，作為重返亞洲的基礎，因此與北韓增強關係。 

▇大陸是「六方會談」國家中最具影響力者，成功的發揮促進者

（facilitator）的積極角色，有利其國際形象的提升。 

▇大陸目前對重啟「六方會談」採取三個步驟，首先促成南北韓

對話，其次進行美國與北韓對話、最後達成重啟「六方會談」。

目前僅依循上述的前兩個步驟進行，距重啟「六方會談」仍有

一段路要走。 

 

（一）近期大陸與北韓的互動 
大陸與北韓高層在今年的互動關係密切，5月 20日至 26日，北韓

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訪問大陸，這是在一年期間的第三次訪問，其目

的在希望大陸認可他的第三子金正恩接班，也希望獲得大陸的糧食援

助，同時向國際展示北韓與大陸的良好關係。7月 13日，大陸副總理

張德江赴北韓參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 50週年紀念活動，

並會見了金正日。9月 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會見了北

韓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閣總理崔永林。10月 23日至 28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問北韓與韓國，在短短一

週內接連會見兩韓首腦，充分發揮平衡與調停的作用。11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軍委會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李繼耐上將訪問北韓，並與

金正日會晤。 

大陸與北韓高層互訪如此頻繁，顯示在去年延坪島砲擊事件之

後，朝鮮半島形勢緊張，大陸為了防止美國藉此事件，強化與韓國的

聯盟關係，作為重返亞洲的基礎，因此與北韓增強關係，除了表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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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意，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發揮平衡與穩定角色，而北韓也希望獲

得大陸的政治與經濟支持。在上述的互訪過程中，促進朝鮮半島非核

化與重啟「六方會談」都是會談的重點。其前景如何，必須先從「六

方會談」的進程與加以探討。 

 

（二）六方會談的進程 
2003 年 10 月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發生之後，在大陸的積極斡旋

下，召開了六輪包括大陸、美國、日本、俄羅斯與南北韓的六方會談。

大陸積極斡旋的主要原因在於希望藉此問題對美國發揮槓桿作用，增

加對美關係的籌碼。但是在實際作為上又不能對北韓施加太多壓力，

因此採取照顧北韓利益，並積極促成北韓以談判代替對抗的策略。依

照大陸第三輪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王毅的說法，

大陸在六方會談中主要的作用是「勸和促談」，大陸發揮的作用有三：

（1）提出和平解決核武問題的總體目標、方向和途徑；（2）推動形成

三方及六方會談的框架；（3）發揮東道國的斡旋和調停作用。 

若以此衡量大陸在六方會談的地位，可說頗具成果，雖然其對北

韓影響力已不如往日，但是仍然是會談國家中最具影響力者，成功的

發揮促進者（facilitator）的積極角色，有利於大陸國際形象的提升。 

在六方會談啟動兩年多之後終於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各方在

2005年 9月第四輪的會談結束後發表了「9‧19共同聲明」，北韓承諾

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回

到國際原子能總署保障監督；美國則確認它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器，

同時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朝鮮；各方同時對於北韓聲

明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表示尊重；根據「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

動」原則，採取協調一致步驟，分階段落實上述共識。然而，由於北

韓對於發展核武的態度反覆，2009年 4月 5日又試射飛彈，聯合國安

理會在 4月 13日通過決議要求北韓不再進行此類試射，隔日北韓外務

省即發表聲明，宣布退出六方會談並將重啟核設施建設。「六方會談」

於是停頓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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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方會談」的前景 
大陸目前對重啟「六方會談」的作法，採取促成南北韓對話、美

國與北韓對話、最後達成重啟「六方會談」的三個步驟。今年 9月 19

日，大陸外交部所屬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北京召開「紀念 9‧19

公同聲明發表六週年」學術研討會，大陸外長楊潔箎在開幕致詞時表

示，大陸將繼續忠實履行在「9‧19共同聲明」做出的承諾。韓國與北

韓的談判代表都出席了此次會議，9月 21日韓方首席談判代表魏勝洛

與北韓首席談判代表李永浩在北京也舉行了會談。這是雙方繼 7月 22

日於巴里島會談後的再次會商。其次，在李克強訪問北韓的同時，美

國與北韓代表也在日內瓦舉行年內第二次高層對話。就目前的發展觀

察，似乎僅依上述前兩個步驟進行，離重啟「六方會談」的目標仍有

一段距離。 

首先，11月 23日，在延坪島炮擊事件一周年之際，韓國海陸空三

軍在韓國東部、西部和南部海域舉行多種形式的演習，目的在「防範

朝鮮的挑釁」。北韓官方媒體「勞動新聞」則發文駁斥譴責韓國的做法，

稱若韓國對朝政策不變，朝韓關係也無法得到改善。就在韓國軍方宣

布 22日軍演的時候，美國國務院政治事務次卿薛曼（Wendy Sherman）也在韓

國訪問，她表示，重啟「六方會談」的先決條件是北韓履行包括中斷

鈾濃縮計劃在內的無核化措施，美方正在等待北韓做出何種反應。而

北韓外務省則稱早在 8 月就表示，將「無條件」重啟六方會談，北韓

領導人金正日上月接受俄塔社採訪時再次表達此一立場。從此觀察，

要重啟「六方會談」仍有障礙需要解決。 

北韓核武問題解決的關鍵，仍然是世界超強的美國如何處理中等

潛在核武國家的威脅，六方會談為東北亞安全提供多邊協商的機制，

各方都希望會談能持續進行，小布希政府與歐巴馬政府均強調重視六

方會談的重要性，並堅持須在六方會談架構內與北韓展開對話。南韓

前總統盧武鉉當選總統任內，對北韓採取「和平與繁榮」的政策，延

續 1988年金大中總統「陽光政策」的精神，同時更積極在六方會談中

發揮作用，以提升其國際地位。但在李明博總統上台後，對於六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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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則有不同的評價，認為六方會談旨在制止北韓發展核武，但已經無

法發揮功用，有必要進行改變。日本在六方會談的基本立場與美國一

致，希望促成北韓放棄核武，但是更希望藉此管道與北韓談判解決綁

架問題，最後達成關係正常化。大陸對北韓的影響力雖不如前，但是

基於歷史的淵源與地緣政治的優勢，大陸仍是相關國家中最能促成北

韓妥協的國家。相信大陸會持續推動南北韓與美國北韓之間的對話，

以促成「六方會談」早日重新開議。 

 

二、大陸與歐盟經貿互動之觀察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鄭家慶執行長主稿 

 

▇大陸與歐盟本（2011）年 7月份的貿易額超越美歐，成為歐洲

第一大貿易夥伴，預計歐債危機對大陸外貿影響會在今年第四

季至明年第一季間顯現。 

▇溫家寶 9月的大連談話被外界普遍視為大陸試圖透過金援歐洲

爭取市場經濟地位。 

▇大陸與歐盟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PCA）談判久拖不決，

其原因一方面在於大陸輸歐產品傾銷，另一方面也在歐洲企業

進入大陸市場並獲得公平對待的議題。 

 

（一）歐債危機影響大陸對歐貿易整體表現 
大陸與歐盟自 1975年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逐年成長，近期大陸與

歐盟已互成雙方第一大貿易夥伴（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的資料，大陸與歐盟今（2011）年 7

月份的貿易額超越美歐貿易額，達到 356億歐元，約合 3,142億元人民幣，約佔歐洲進出口比例的 13.4%）。自 2003

年雙方建立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已有多達 50餘個各級別協商與對話

機制，當中涵蓋政治、經貿、科技、能源、環境等領域。目前大陸與

歐盟正進行「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PCA）和完善 1985年「中國與歐體

貿易與經濟合作協定」的談判。雙邊關係看似進展積極，但實為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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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頸仍在，又逢短期歐債危機，可謂雪上加霜。 

根據大陸商務部資料，今年 1至 8月，大陸對歐盟出口增長 22.8%， 

10月份對歐出口增長繼續降至 7.5%，較 9月再跌 2.3％，相較前 10個

月平均增幅 20.2%，更顯大幅下滑。大陸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近日也

指出，預計歐債危機對大陸外貿影響會在今年第四季至明年第一季間

顯現，明年大陸出口情況不容樂觀。 

 

（二）歐債危機有利於大陸爭取市場經濟地位 
除當前歐債危機對雙邊經貿關係短期性的影響外，就大陸與歐盟

經貿關係來看，當中存在著數項重大歧見，包括歐盟尚未承認大陸「全

面市場經濟」地位、歐盟對大陸武器禁運、對大陸貿易限制和反傾銷

訴訟，以及對大陸收購歐洲企業與戰略資源的限制等等。簡言之，近

期大陸與歐盟經貿互動主要聚焦於，降低歐債危機對大陸的影響以及

持續化解影響雙邊經貿關係的重大歧見。 

就給予大陸市場經濟地位議題觀之，依據歐盟提出的「五項標準」

來評估（1.決策沒有明顯受到國家干預；2.建立一套國際標準的會計制度；3.生產成本、財務狀況未受非市場經濟體系

的顯著影響；4.企業不受政府干預成立或關閉；5.貨幣匯率變化由市場決定），大陸在金融與企業融資市

場化，或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方面皆未達到標準，再加上近年雙邊貿

易競爭態勢日益明顯，歐盟對給予大陸市場經濟地位自然顯得保守。 

從策略而言，當前是大陸向歐盟爭取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最佳時

機。大陸總理溫家寶於 9 月份出席在大連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為非官方國際組織，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該論壇年會每年 1月底至 2月初在達沃斯（Davos）召開，故

亦稱達沃斯論壇。9月 14- 16日在大連舉行的是夏季達沃斯論壇，本屆論壇主題是「關注成長品質，掌控經濟格局」）提

出，「中國仍然願意擴大對歐洲的投資，但是同樣我也希望，歐盟的領

導人、歐洲一些主要國家的領導人也要大膽地從戰略上看待中歐關

係，比如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儘管大陸官方事後否認對歐

援助有設任何前提條件（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在 9月 20日例行記者會強調，有關地位與支援歐洲債務危

機是不同問題，兩者沒有必然關係），溫家寶此席談話仍被外界普遍視為，大陸試圖將

金援歐洲與爭取市場經濟地位進行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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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大陸商務部統計，目前有 81個國家承認大陸市場經濟地位，

如俄羅斯、瑞士、澳洲等。然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只要大陸

入會滿 15年，即 2016年，將自動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當前大陸

向歐盟爭取市場經濟地位之舉是否僅如溫家寶所言，「（給予市場經濟地位）早

幾年表示出一種誠意，是一種朋友對朋友的關係。」，抑或實為反應大

陸對歐洲針對大陸廉價產品實施反傾銷措施的不滿。 

對大陸而言，歐盟迄今尚未給予大陸市場經濟地位係考量保護自

身貿易（所謂「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為當兩國出現貿易糾紛時，經濟地位被承認的國家，在面對反傾銷調查時，可根

據該國的實際成本來計算，但若未獲得承認，則會被安排以「替代國」的成本作計算），例如 9月 15日，

歐盟執委會決定，向大陸進口瓷磚正式課徵反傾銷稅，最高稅率達

69.7%。此次反傾銷調查係以美國作為參照國來計算成本，對大陸而

言，在並未能考量兩國在勞動力成本、技術及企業規模等各方面的差

距，此舉自是種貿易保護措施，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僅為箝制大

陸對外貿易的合法藉口。 

2010年 11月，歐盟執委會針對未來 5年歐盟貿易政策走向，發表

「貿易、增長和世界事務」政策文件，試圖透過改善對外貿易，以擺

脫本身經濟困境。歐盟執委會亦於今年 5月 10日提出「普遍優惠制」

改革方案（歐盟於 1971年建立普遍優惠制，係針對從發展中國家輸入的製成品和半成品給予優惠關稅待遇，但若受

益國產品在歐盟市場份額超過一定比例，將取消普惠制待遇），欲將目前享有歐盟進口優惠的 176

個國家和地區減至約 80個，預計在 2014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從歐

盟「以貿促長」的政策思維來看，解決對陸經貿大幅逆差當然有助於

解決歐洲當前經濟問題。 

 

（三）「中」歐經貿關係 
對歐盟而言，大陸實可降低對歐盟進口商品的貿易障礙，協助提

振歐盟出口，間接創造歐盟內部就業機會，此外，根據「2010 年度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大陸對歐盟直接投資為 59.63億美元，雖

較以往成長 101％，但大陸對外直接投資累計淨額中，亞洲和拉丁美洲

仍占總量的 85.7%。大陸也可利用歐債危機積極增加對歐直接投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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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對於改善歐中雙邊貿易失衡卻顯得意興闌珊。 

從 2007年起歐盟與大陸展開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議」（PCA）談判

進程來看，雙方雖已舉行不下數十輪談判，但仍未見具體突破。雖然

有學者主張 PCA談判久拖不決的原因在於，雙方對台灣問題的認知差

異甚大，從而延宕了談判進程，但實情並非如此。主要是因為大陸市

場的崛起，雙方焦點已不僅是大陸輸歐產品傾銷，而是歐洲企業如何

進入大陸市場並獲得公平對待的問題。 

當前主要障礙在於歐盟要求大陸開放服務業貿易，今（2011）年 11月

初美歐日再度督促大陸依照入世承諾，加速開放金融服務業，歐盟亦

針對大陸金融監管範疇提出質疑。但大陸在考量本身服務業的長遠發

展，勢必無法立即開放歐美服務業進入。更重要的是，當前歐盟無法

在大陸關切的政治議題上給予更多妥協，大陸就經貿考量亦無非簽不

可的壓力，在雙方皆無強烈政治意願下，談判自然延宕。 

展望未來大陸與歐盟雙邊經貿互動，由於歐債危機影響仍存，大

陸對歐經貿政策短期多屬應急為主，但亦需考量大陸經濟成長對歐洲

市場的依賴，畢竟在領導換屆之際，穩定壓倒一切。 

 

三、當前大陸社會道德風貌簡析 
 

清華大學陳明祺助理教授主稿 

 

▇大陸近期發生路人對遭車輛輾過小女孩視若無睹的事件，但對

照2007年一名青年熱心扶助路倒老人反被法院起訴的案例，凸

顯大陸社會似將自私冷漠視為常態的疏離現象。 

▇大陸伴隨經濟成長產生巨大的社會不平等，這種政經地位的差

異，導致民眾對道德教化的態度冷漠。 

▇大陸維權運動其實是關心社會的積極行為，但由於公權力的壓

抑，不僅嚴重阻礙了市民社會有機發展社會道德的努力，也讓

社會民眾更為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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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山女童事件反映大陸社會的疏離與異化 
廣東佛山一名兩歲小女孩王悅在熙來攘往的鬧市街頭先後被兩輛

車輾過，躺臥街頭七分鐘之後，終於有一位拾荒婦人熱心協助送醫。

小女孩的悲慘遭遇之所以會招來這麼多的社會關注，原因在於在這生

死交關的七分鐘之內，根據交通監視攝影機顯示先後共有18名路人經

過，但全都視若無睹見死不救。 

「佛山 18途人」（指經過遭撞小女孩的 18位路人，大陸媒體通稱小悅悅事件）遭致媒體和

網路世界一片撻伐，甚至連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對此嚴詞批判，並希

望此一慘劇促成大陸民眾面對自己的良知，並進而喚起社會的警醒與

行動。「佛山18途人」被當成是大陸民眾冷漠自私，社會道德低下的

表徵；但這個悲劇是否真是個人道德品格淪喪的結果，值得我們深入

考察。在對這18個路人的批判浪潮中，也有少數人對他們抱持同情的

立場，比較常被提到的是2007年發生在南京的案例，一位把跌坐在地

的老太太送進醫院的年輕人反被老太太求償，雙方鬧進法院，儘管目

擊證人作證年輕人沒有任何過失，法官還是認為年輕人如果不是因為

撞倒老太太而心虛，不太可能伸出援手協助送醫。這個判決凸顯法官

對於當代大陸社會道德的假設，那就是個人不可能出於善心去幫助陌

生人，自私冷漠才是常態，熱心助人反而是異端。這個案例和其他許

多在網路上流傳的「助人反被訛」的類似經驗，不但反應，同時也強

化了當代大陸都市人的疏離與異化。 

 

（二）道德空無化不必然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當代大陸道德空無化的現象，並不能完全歸罪於以令人目眩神迷

的速度開展的社會變遷。其實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在文化和社會工作

的一個重要目標，即在用強力政治動員和殘酷鬥爭的方式，來灌輸一

套道德教條，以打造社會主義新人。在強調德行的政治氣氛下，理想

主義不是不曾存在過；1989年的學生運動就是在這個脈絡下產生的，

但卻以國家鎮壓收場。在這之後經濟加速發展，市場經濟所鼓動的物

質慾望更進一步銷蝕人心。 



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 2011.12.8 9 

大陸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速度飛快，更重要的，它是以一種極端

畸形扭曲的方式進行的。大陸漸進式的經濟改革，不但保護了官僚這

個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還給他們絕佳的套利機會。在「讓一部分人

先富起來」的思想導引下，伴隨經濟成長而生的不僅僅是巨大的社會

不平等，而且還是一種「身分制」式的不平等，是官僚及其子弟利用

權力攫取財富而造成的不平等。在這樣社會中，由上而下透過政治工

具進行的道德教化，像是「學雷鋒運動」、「社會主義八榮八恥」等

表象，一直受到權貴子弟「我爸是李剛」式（河北保定男子李啟銘駕車撞人後，揚言有本

事你們去告，我爸是李剛，引起輿論大譁）的倚仗權勢踐踏平民的顛覆，多數人民除了以

犬儒主義的態度相待以外，又能奈何？ 

 

（三）當前市民社會道德發展受政府箝制 
大陸社會由下而上，從市民社會有機地發展社會道德的努力，不

管是透過個人或集體行動，往往受到國家的鎮壓迫害。「佛山18途人」

這樣冷漠自私的個案確實存在，但是也同樣存在像盲人維權律師陳光

誠、關懷愛滋病患權益的運動工作者胡佳、聲援「毒奶粉案」和「川

震事件」民間調查工作的藝術家艾未未等人，因為拒絕冷漠自私、因

為向如同無助的佛山小女孩王悅這樣無辜無助的陌生人伸出援手而惹

上牢獄之災。 

「佛山18途人」和陳光誠、胡佳、艾未未以及其它更多的維權工

作者，是今天在大陸社會同時存在的兩種倫理道德觀：一種是對社會

不平等或車禍的受害者一樣視若無睹、冷漠以對；另一種是對陌生人

的災難感同身受、聞聲救苦。如果大陸方面不斷地把陳光誠們關進大

牢、或流放外國，那街頭上剩下的也只能是「佛山18途人」和李剛的

兒子了，而小女孩王悅的命運或將成為大陸民眾的集體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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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期俄「中」關係發展之評估 
 

淡江大學王高成教授主稿 

 

▇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10周年，大陸國家主席

胡錦濤、總理溫家寶與俄羅斯總理普丁均相互訪問，兩國並在

重大國際事務上立場一致，顯示雙方將彼此視為重要的戰略夥

伴。 

▇兩國軍方雖決定密切進行各項交流和合作，但由於俄羅斯擔憂

高科技遭大陸複製，因此拒絕出售尖端武器，雙方的猜忌和不

信任感日漸升高。 

▇近期俄「中」軍機分別頻密對日近距離偵察，並導致日本戰機

頻繁升空攔截，日本政府已表示對此情勢感到擔憂。 

▇俄「中」兩國在地緣政治、經濟、能源及軍事等四個方面存在

矛盾，無法產生真正的互信。 

 
（一）近期俄「中」發展緊密戰略伙伴關係 
今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 10周年，大陸國家主席胡

錦濤於 6月 15日訪問俄羅斯，俄「中」雙方均強調要持之以恆地增進

政治互信，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希望加強經貿合作，繼續

推進貿易多元化，提高技術產品比重，以及進一步加強金融、能源、

航空等領域合作。俄羅斯總理普丁於 10月 11日前往大陸進行為期兩

天的訪問。此次是普丁宣佈參選下屆總統後首次出訪，將外交佈局的

第一站放在大陸，凸顯俄羅斯對大陸的重視。大陸總理溫家寶亦於 11

月 7日出席在聖彼得堡「上海合作組織」總理第 10次會議，其向普丁

表示，俄「中」均反對任何大國主宰世界事務，大陸願與俄方相互支

持，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由近期許多國際事務斡旋中，可

以看見大陸與俄國這二個大國聯合出擊，不論是在聯合國反對西方國

家制裁敘利亞，或是在 G20峰會呼籲歐洲主要國家帶領歐洲走出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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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等，兩國立場一致，似乎顯示雙方都將彼此視為重要的戰略夥伴。 

 

（二）雙方軍事合作之不信任感升高 
大陸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 8 月份曾訪問俄羅斯，兩國軍方決定

更加密切各種交流和合作，包括舉行聯合海軍演習、在上海合作組織

的框架內、或是單獨由兩國軍方繼續舉行反恐演習、派更多的軍事代

表團以及軍校學員互訪和學習、保持兩國軍方領導人的戰略磋商機

制、下一輪俄「中」軍事戰略磋商將在北京舉行。但是，俄羅斯學者

認為陳炳德這次訪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外界營造二國仍然進行合

作的印象，事實上近年來俄「中」聯合軍事演習的規模和次數已大幅

減少。猜忌與不信任感，甚至是相互防範已嚴重地影響了兩國的軍事

交流，二國軍隊之間合作項目大幅度減少，並且流於形式。而大陸軍

隊近幾年舉行多次大規模演習，俄國軍方的分析家認為這些演習是針

對俄羅斯而來。為因應此一局勢，俄國軍方大幅度調整軍力部署，將

重心從歐洲地區轉向同大陸相接壤的遠東地區。此外，雙方在軍購問

題上更是存在著許多的猜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在 2011年 10月發表的報告就指出，由於憂心

北京複製相關技術，莫斯科不願將尖端武器系統出售給北京，此一顧

忌反而使得北京致力於研發尖端武器工業之技術，進而減少了對俄羅

斯製造的武器需求的依賴，亦顯示雙方在軍事合作上的矛盾很難消失。 

 

（三）俄「中」各自對日施加軍事壓力 
儘管俄「中」雙方的軍事合作有減緩趨勢，但是各自對於日本的

軍事壓力則在增加之中。據報導，今年 9月 8日俄羅斯兩架遠程戰略

轟炸機從長崎縣對馬海峽東側經九州西部進入沖繩以南上空，隨後進

入太平洋海域飛至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附近，首次罕見地圍繞日本

周邊領空飛行一周。這兩架轟炸機還在千島群島的國後島上空與俄軍

兩架「伊爾-78」空中加油機會合，進行了空中加油訓練，隨後進入北

海道東北部軍演區域，其環繞日本領空飛行時間長達十四個小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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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實屬罕見。同日大陸一架 Y8 偵察機也在中午時分，越過日本主

張的日「中」中間線領空，並逼近距離釣魚台 100公里領空，駐? 繩

那霸基地的自? 隊戰機緊急升空攔截，大陸偵察機在釣魚台附近飛行

一段時間後離開。 

    這一巧合究竟係俄「中」刻意聯手以對日施壓，或者只是各自的

軍事動作，湊巧在同一天出現，仍有待持續觀察。據了解，除了 9月 8

日的此一軍事活動外，近幾個月來，俄「中」也分別增加了在日本領

空附近的空中偵查或巡弋活動，致令日本空中自衛隊的戰機頻繁起飛

以因應外來的可能威脅。因此，9月 8日的俄「中」空軍分別逼近日本

領空當屬巧合，各自有其軍事活動的目的，但也顯示俄「中」兩國分

別加強與日本領土爭議的壓力。日本防? 長官藤村修認為，很難認定

俄「中」兩國在軍事上南北聯合夾擊日本，可能是探測新上任的野田

政府的外交態度，但俄「中」兩軍近來在日本近海頻頻出手，已令日

本政府感到擔憂。 

 

（四）大陸崛起導致俄「中」關係產生矛盾 
俄「中」兩國在地緣政治、經濟、能源及軍事等四個方面存在矛

盾，無法產生真正的互信。首先是地緣政治上的角力。大陸對於俄國

而言雖是經濟的機會，也是地緣政治上的對手，雖然雙方在近年來才

解決了黑瞎子島的邊界問題，但實際上俄「中」雙方在中亞地區爭取

區域主導權的角力仍然處處可見。例如普丁宣佈參選後第一個重大政

略，是表示要推進建立「歐亞聯盟」，並將重點放在中亞，這就被認為

可能會與中方發生利益衝突。為了迴避麻六甲海峽的風險，大陸近年

來積極分散石油與天然氣的進口來源，來自中亞的石油與天然氣成了

俄羅斯之外的主要陸上進口來源。大陸視中亞地區的能源為其能源安

全戰略重要的環節，但由於中亞各國傳統上是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大

陸為了獲取中亞石油與天然氣的外交動作，與對中亞各國家加強經貿

往來的作法，在俄羅斯眼中簡直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擴大影響力的舉措。 

其次是經濟上的不平衡。大陸近年來快速的崛起，作為大陸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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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鄰國，俄羅斯顯然感受到了來自大陸崛起的巨大壓力。對於俄羅斯

而言，大陸的崛起顯然是難以接受的事實，畢竟俄羅斯已經習慣了在

科技及軍事能力領先大陸的地位，若考量在經濟表現上的成就，這種

心理落差可能就更大了。儘管俄羅斯方面期待俄「中」經貿關係的多

元化，但雙方在經貿方面的力量對比持續擴大。大陸和美國、歐盟與

甚至是非洲地區的國家，大都存在雙邊互補的經貿關係，但是與俄羅

斯之間卻存在著貿易上的不平衡。大陸是俄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俄

羅斯卻只是大陸第 10大貿易夥伴，這正是雙邊貿易不平衡的表現。 

第三是在能源貿易上的歧見。俄羅斯總理普丁日前表示俄「中」

貿易額今年將達 700億美元，具體的數額將由能源合作的情況來確定。

儘管天然氣的貿易在俄「中」貿易關係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雙方

卻在「天然氣框架協定」仍未能達成實質性的協議。其中的關鍵因素

在於俄「中」天然氣管道建成後，俄國計畫調漲價格。俄羅斯不願以

低於輸往歐洲的天然氣價格出售，大陸則不願以高於其他國家的進口

價購入，使得雙方難以達成妥協。因為石油與天然氣是俄羅斯重要的

出口項目，更是普丁的重大外交工具，不會在價格上輕易妥協。但大

陸在石油貿易上屢屢遭遇俄羅斯片面毀約，加上俄羅斯投資環境惡

劣，貿易上缺乏誠信，早已使大陸官方與私人企業產生排斥的心態。

未來即便雙方在價格方面達成共識，但在互信上則難以建立。另一方

面，大陸在對俄羅斯原油與天然氣的依賴在過去 5 年來逐漸降低，使

得北京在雙方交往上，擺脫被俄羅斯予取予求的處境，在能源貿易上

不會輕易妥協。這表現在胡錦濤 6月訪俄時，雙方曾針對為期三十年、

金額高達一兆美元的天然氣合約進行談判，不過因為俄羅斯開價過

高，兩方談不攏而破局。雖然普丁 10月在北京表示，俄「中」兩國已

經「接近」達成一項對大陸出口天然氣的協議，但至今未見進一步的

消息，顯示雙邊恐怕一時無法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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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1年 APEC領袖高峰會與當前美「中」關
係 

 

政治大學盧業中助理教授主稿 

 

▇大陸在本次APEC峰會會前所提多項訴求，獲得了多數與會領袖

的同意。顯示大陸在經貿議題上仍佔優勢。 

▇美國表達「重返亞洲」之決心，已逐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

一方面要求大陸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另一方面也於峰會

前，分別由總統歐巴馬及國務卿希拉蕊訪問澳洲與菲律賓，加

強雙方軍事合作關係，並強化與泰國及緬甸之互動，顯示美國

在亞太區域安全仍具主導地位。 

▇美國與大陸未來在亞太地區的互動，將呈現多層次、多面向的

競爭與合作關係。在不同的區域制度安排下，雙方除雙邊關係

外，也將持續透過APEC及東亞高峰會等不同層次的區域機制進

行互動。 

 

APEC於本年 11月 12至 13日在夏威夷召開領袖高峰會，會後來

自 21個會員經濟體的各國領袖們並發表「檀香山宣言—邁向緊密聯繫

的區域經濟」，承諾將進一步推動密切聯繫的區域經濟，並使 APEC成

員得以從中獲益。該宣言並表示貿易與投資仍是創造就業與經濟繁榮

的關鍵，而貿易保護主義則對經濟復甦沒有助益；此外，該宣言也提

及建立所謂綠色增長目標，協助各會員經濟體朝向發展低碳經濟之目

標前進。 

除 APEC 本身經貿發展需求外，大陸與美國之間對於相關議題的

討論，尤其加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及總統歐巴馬相繼前往菲律賓及澳

洲等國家訪問，並出席於印尼峇里島舉行之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及

東亞高峰會（EAS），使得近期亞太地區局勢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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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在經貿議題上仍具有優勢 
以 APEC 高峰會最後通過之宣言而言，大陸在會前所提的幾項關

切，尤其是避免貿易保護主義再興的訴求，獲得了多數與會領袖的同

意。大陸在高峰會正式召開之前即提出四項訴求，包括：落實去年通

過之「APEC領袖（經濟）成長策略」，推動各成員加快轉變經濟發展

方式；持續按照貿易目標要求，全面推動區域貿易及投資自由化與便

捷化，並深化區域經濟整合；呼籲各個成員切實履行承諾，反對各種

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並繼續積極推動杜哈回合談判；加強經濟技術

合作，提升各個成員，特別是發展中成員之發展能力，縮小發展差距，

實現共同繁榮。 

然而，美國總統歐巴馬也藉 APEC 場合，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之

外，亦積極主導透過 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來達成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之目的。目前，APEC中已有 10個成員同意加入後續談判。 

美國的舉動引起大陸方面的疑慮。由於 TPP係屬於高品質的自由

貿易協定，對尚屬於發展中國家的大陸而言，加入 TPP必須負擔國內

產業轉型的成本及風險，且可能會失去透過「東協加三」等機制來主

導亞太地區經濟整合之特殊地位。迄今為止，大陸方面僅強調，其對

外貿易關係是全方位的，對包括 TPP在內之有利於經濟整合之倡議都

持開放態度，但同時強調亞太地區多種整合機制並存的潛在風險，包

括可能提高成員之間進行協調之管理成本。 

 

（二）美國在亞太區域安全方面仍為主導者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在 APEC 場合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面之前，

提出了「中」美要作互尊互信、互利互惠、及同舟共濟的合作夥伴，

增進戰略互信，共同發展，並共同提振國際市場信心。 

此次美國積極重返亞太地區之決心，已逐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

上。歐巴馬表達了美國樂見大陸穩定興起之勢，但強調一個逐漸長成

的大陸應當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國務卿希拉蕊亦在赴東協高峰會

之前，於 11月 16日訪問菲律賓以慶祝「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簽訂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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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時宣布美國將於明年把一艘海岸巡防隊之巡邏艇低價售予菲律

賓，並強化雙方後續的安全合作，更希望各國能於東協高峰會中談論

西菲律賓海—也就是南海問題。歐巴馬本人亦於 11月 16日訪問澳洲

時宣布，將自明年起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常駐澳洲，其規模將於未來

幾年內擴增至 2,500人。希拉蕊此次亦前往泰國訪問並承諾提供援助，

並支持緬甸成為 2014年東協輪值主席國，歐巴馬更宣布將於下個月派

遣希拉蕊訪問緬甸，預示西方國家對緬甸之制裁可能即將緩解。11 月

19 日東亞高峰會正式召開，美國本次與俄羅斯均為第一次受邀與會。

大陸雖然認為此項會議「不是討論南海問題的適當場合」，但也回應了

其對於南海問題之看法。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大陸在南海問

題上的基本立場和主張是明確且一貫的。溫家寶重申大陸將遵守 2002

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推動務實合作，以期最終達成「南海行為準

則」；其中，特別強調由直接有關之主權國家透過協商談判、以和平方

式解決之。會後，大陸外交部也特別提及南海問題「不容許外部勢力

介入」，明顯地指涉美國。美國與緬甸關係的緩和也是另一項引起大陸

不信任的敏感議題，主要是由於緬甸與大陸接壤，因此大陸擔心美國

可能藉此進一步對其進行圍堵。 

 

（三）未來可能發展 
由本次 APEC領袖高峰會及稍後之東亞高峰會可以看出，美「中」

之間互信仍有不足，而部份大陸學者也明確表達未來美「中」關係的

本質應是「競爭」高於「合作」。然而，對大陸在短期的未來而言，對

美「鬥而不破」仍將是最高指導方針；如在東亞高峰會與歐巴馬會面

時，溫家寶即表示將繼續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之彈性，可說是對

歐巴馬在 APEC之胡溫會時所提之關切的回應。 

美國資深官員也表示，雙方關係非常複雜，但也非常堅固，而美

國並非要圍堵大陸，而是重新權衡美國利益，在國防預算精減的情況

下，仍試圖繼續在亞太地區發揮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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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整體而言，美國與大陸未來在亞太地區的互動，將呈現多層次、

多面向的競爭與合作並存關係。在不同的區域制度安排下，雙方除雙

邊關係外，將繼續經由 APEC 及東亞高峰會等不同層次的區域機制進

行互動，而在不同制度安排下，雙方所關切的議題亦會不同。可以預

見的是，大陸可能在經濟、而美國可能在政治與安全議題上各擅勝場。 

 

六、第 19屆東協高峰會之觀察 
 

臺灣師範大學蔡昌言教授主稿 

 

▇東協高峰會逐漸將全球性軟權力議題，如流行病預防與災難管

理納入議程，以因應全球性議題的挑戰，顯示東亞區域的整合

呈現「先經後政，逐步深化」的趨勢。 

▇本屆高峰會的重要議程有三，最受矚目者即為南海議題。雖然

大陸試圖緩和或阻止該議題成為領袖高峰會的主軸，但美國仍

將該議題列為議程，並獲得除緬甸、柬埔寨以外各與會國的積

極參與和發言討論。 

▇緬甸新政府上台後推動政治改革，並釋放包含知名異議人士翁

山蘇姬在內約 230名政治犯，被視為對外界要求改革的善意回

應，以尋求各國支持其當選2014年東協輪值主席。此外，美國

債務問題及歐債危機未解，加上南海主權爭議升高，經濟與貿

易議題並未成為本屆高峰會的主要成果。 

 

（一）前言 
第 19屆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EAS）於 2011年 11月 17至 19日於

印尼峇里島召開，本屆高峰會有四項特點：第一、這是東協領袖會議

中首度有美俄兩國元首與會，顯見東協的政經影響力正與日劇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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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屆峰會聚焦於當前東亞重要議題，最受矚目者即為南海議題，

而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會議上成功排除大陸阻力，而將其納入議程並獲

得各國支持與討論，可視為美國在重返亞太政策上的一項重要進展。 

此外，其它重要議題如緬甸的民主改革進程，在與會各國的支持

下，緬甸成功獲選為 2014年東協輪值主席。最後，本次高峰會後各國

並共同簽署「全球國家共同體之東協共同體峇里宣言(ASEAN Community in a Global 

Community of Nations)」，宣言指出「東協各國將積極融入全球體系，以提高東

協的國際地位，並計劃於 2015 年成立類似歐盟的區域性共同經濟

體。」，而儘管宣言中未明文提及「南海」一詞，但在區域安全合作上

則明文指出：「國際通商應保障和平、安全、自由，不受任何阻礙，並

適用於相關國際法律」，以及「根據國際法律，和平處理各項爭議」，

顯示各國傾向將南海議題回歸國際規範處理，並已藉由此次高峰會場

合達成初步共識，而應有助於降低近期來的緊張關係。 

 

（二）東協高峰會背景 
本屆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係由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邀集八個對話夥伴國共同參與。在 2010年的越南回合高峰會上，

不僅納入大陸、印度和日本，以及新增的紐、澳，各與會國並同意邀

請美國與俄羅斯與會，使今年首度有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和俄羅

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參與。 

事實上，自 2010年東協加三機制成形後，大陸、日本與南韓亦積

極參與東協事務，以尋求在經濟上的擴大整合和區域安全上的對話。

而本屆東亞高峰會十八個與會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已佔全球約 56%，

人口占全球 63%。多邊貿易額占全球約 44%。更顯示其政經影響力快

速發展，而逐漸迎頭趕上歐盟。 

近年來，除傳統硬權力領域如政治經濟議題外，東協高峰會議程

也逐漸將全球性軟權力議題，如流行病預防與災難管理納入議程，以

因應全球性議題的挑戰，而這也顯示東亞區域的整合呈現「先經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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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深化」的趨勢。其具體證據，即顯現在 2010年 5月在越南召開的

第 18屆東協高峰會，與會各國領袖共同發表「全球共同體之東協共同

體」聯合聲明，並於本屆東協高峰會中藉由納入包括美、俄、「中」、

日等國家的參與，而使此份宣言的全球整合目標形成廣泛的共識。 

 

（三）本屆高峰會重要議題 
在前述尋求區域整合因應全球化挑戰的方向上，儘管在經貿層面

取得相當程度的進展，但仍有若干議題引發關注，而被視為是本屆高

峰會的重要議程。這些議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項，首先最受矚目者即為

南海議題。其次是緬甸的政治改革與 2014年東協主席輪值選舉，第三

項則是東協各國在經貿整合趨勢上的態度。 

1.南海主權爭議 

南海區域作為當前東亞區域的重要商業航道，亦被探勘出蘊藏有

石油與能源礦物而富含價值，使其重要性與主權歸屬備受周邊國家的

關注。儘管東協國家與大陸曾於 2002年共同簽署「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DOC），但近來卻因島嶼建築與

航道糾紛而引發緊張，北京當局希望透過雙邊談判解決紛爭，然而周

邊國家普遍憂心大陸近年來海空軍數量與科技的快速發展，而傾向透

過多邊談判的方式，包括透過美國扮演間接角色，以間接制衡、限制

大陸龐大的政軍影響力。 

在此項議題上，另一項重要焦點則是關注美國「重返亞太」政策

的具體作為，繼 2009年 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與東協各

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後，美國在歐巴馬宣示重返亞洲的政

策路線上，即積極尋求強化與東協各國的關係發展。如美國國防部長

參與 2010年 10月 12日在河內的第一屆東協加八國防部長會議（ASEAN 

Defence Ministers’Meeting, ADMM＋8），稍後 11月 9日歐巴馬總統並出訪亞洲四國（日

本、南韓、印度、印尼）。美國總統、國務卿與國防部長接連訪問東協，顯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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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反恐戰爭逐漸告一段落後，正積極恢復並加強在亞洲區域的影響

力，同時試圖制衡崛起中的大陸。 

因此，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近期以來的三項重要舉動，即充分說明

美國政策重心的轉變與具體作為，包括在 11月 12日第 19次亞太經合

會（APEC）夏威夷會議上，美國提出建立「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的構想，並獲得與會各國的支持，而稍後並

訪問澳洲並宣布將於西北部達爾文（Darwin）基地駐軍，最後則是在東協高

峰會上將南海議題列入議程。TPP 的提出，顯示美國有意淡化大陸在

APEC日益強大的影響力，藉由另起爐灶，尋求一將大陸勢力排除在外

的自由貿易協定體系，而美國恢復在澳駐軍，則顯示美澳同盟關係日

趨緊密，構成對大陸的戰略圍堵格局。 

由相關報導觀之，高峰會第二日（11月 19日）美國在領袖高峰會閉門會

議上對南海議題的討論，獲得除緬甸、柬埔寨以外各與會國的積極參

與和發言討論，儘管大陸曾於會前公開表達不希望談及南海議題的立

場，但顯然美國此舉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並透過參與發言的具體行

動，相當程度的影響大陸總理溫家寶的回應態度。 

因此，儘管溫家寶在 19日上午曾與歐巴馬進行兩小時閉門會談，

顯示「中」方試圖藉由預先和美方的溝通，以緩和或阻止南海議題成

為領袖高峰會的主軸，但顯然美方的既定立場未受動搖，並得到來自

大多數與會領袖的參與和支持，因此溫家寶僅以相對克制的態度重

申：「南海爭議應由有關主權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即「依循『南海

共同行為準則宣言』的立場解決爭議」。並在此一基本立場外未再多所

表示，顯示在此次東協高峰會上，美「中」兩國的較量結果，由美國

方面取得較大的進展。 

2.緬甸輪值主席國案 

第二項東協高峰會的重要議題，是緬甸新政府上台後推動的政治

改革。在今(2011)年 3月 30日就任的緬甸新文人政府，在 10月初宣布釋

放約 230名政治犯，而知名緬甸異議人士翁山蘇姬亦於稍早獲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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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政府的上述舉動被視為外界向軍事政權施壓要求改革的善意回

應，同時也普遍被認為是為尋求在 2014年東協主席輪值選舉上，爭取

東協國家支持的重要策略。儘管美國對此仍表示疑慮，但東協高峰會

上仍通過緬甸接任 2014年東協輪值主席的選舉案。此一結果也顯示，

儘管在區域安全事務上，東協國家傾向於尋求美國的參與和支持，但

在東協內部事務上，則仍保持其獨立自主性，而與美國外交政策呈分

庭抗禮之勢。 

另一方面，東協國家普遍對於緬甸政局的變化表示歡迎，例如印

尼外長馬提即在開幕式上發言肯定緬甸政府的改革，並在東協各國的

支持下讓緬甸通過輪值主席案，而獲得其期待的外交成果。此舉也意

味著 2014年的東亞高峰會將在緬甸境內召開，屆時美國是否可能採取

杯葛態度，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3.經濟與貿易議題 

從今年初以來，美國國內政治已因債務問題陷入民主黨與共和黨

的政治對立。在歐洲政經情勢方面，今年中以來歐盟會員國的希臘、

義大利及西班牙各國也陸續爆發金融與債務危機，截至目前為止，仍

未獲得妥善的解決。或許是受到歐美政經局勢複雜，以及南海主權對

立升高的影響，經濟與貿易議題並未成為本屆高峰會的主要成果。尤

其在美國總統歐巴馬於夏威夷 APEC會議上提出 TPP構想後，東協各

國並未在高峰會上就經濟與貿易議題具體發言。舉例來說，在東協高

峰會的閉幕式上，越南總理阮晉勇呼籲在多項領域加強合作，以有效

發揮東協的對話機制，而這些領域內容包括「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AC）」、「南海共同行為準則宣言（DOC）」、及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

等，但並未涉及到任何經貿實質議題。這顯示本屆高峰會上經濟議題

並未排在最優先順序，也顯示東協在擺脫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創傷

後，正謹慎觀察全球金融秩序的變化與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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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整體而言，本屆東協高峰會聚焦於南海議題與緬甸輪值主席案

上，顯示安全議題與東協內部的發展，是當前東協各國最為關注的議

題，而經濟議題的重要性，在本屆東協高峰會則位居次要的角色。 

由此次高峰會上中美兩國就南海議題的主張與作為來看，顯示大

陸在此前的若干強硬舉動與態度，已引起東協各國的憂慮，並尋求美

國的介入與支持以維護區域穩定。然而，也有部份國家認為美國軍力

的介入，可能反而加深了軍備競賽與衝突的可能性。爰此，2014 年在

緬甸舉行的東協高峰會上，美國是否將抵制缺席，而把主導權與話語

權拱手讓給大陸，值得未來持續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