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參加8國集團（G8）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

議，提出「新能源安全觀」。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問芬蘭、英國、德國和塔吉克4國，出訪

二重要目的：說服歐盟解除對中共的軍售禁令、說服歐盟承認中

國大陸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皆未成功。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訪問巴西、烏拉圭及智利等3拉

美國家，臺灣問題是工作重點之一。 

█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郭伯雄訪問美國，是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

事件發生以來，中共軍方訪美最高層級。 

█中美宣布建立1年2度定期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柯慶生指中國大陸不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

人，中共對臺灣軍事部署增加，可能有破壞臺海現狀的危險。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中方強調必須按2國共識，妥善

處理靖國神社問題，消除政治障礙。 

█中共8月6日與臺灣邦交國查德恢復邦交。 

█民調顯示，93％日本人、76％俄羅斯人和63％印度民眾擔心中共

軍力成長。 

█中共宣布決定派遣1千名部隊參加聯合國黎巴嫩維持和平任務。 

█中共支持制裁北韓核武試爆，但反對武力解決問題。 

 

 

一、領導人出訪 

◆胡錦濤出席G8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應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mir Putin)邀請，於7月16至17日前往

聖彼得堡參加8國集團（G8）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胡錦濤除參加對話會議

外，並與美國總統布希、俄羅斯總統普京、法國總統席哈克、義大利總理普羅迪

等多國領袖進行雙邊會晤，並參加中俄印3國領導人會晤（新華社，2006.7.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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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在參加G8會議時特別提出「新能源安全觀」，他強調，為保障全球能

源安全，應該樹立和落實「互利合作、多元發展、協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觀，

並從3方面努力（中央社，2006.7.17）： 

（一）加強能源開發利用的互利合作，加強能源出口國和消費國之間、能源消費

大國之間的對話和合作。 

（二）形成先進能源技術的研發推廣體系，節約能源，促進能源多元發展。 

（三）維護能源安全穩定的良好政治環境，各國應該共同維護能源生產國特別是

中東等產油地區的穩定，確保國際能源通道安全，避免地緣政治紛爭干擾全球能

源供應，應該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分歧和矛盾，不應該把能源問題政治化，更不

應該動輒訴諸武力。 

在中俄印3邊會談時，胡錦濤指出，中、俄、印3國互補性較強，在經濟、能

源、科技等領域合作潛力巨大，要充分利用這些條件，深化3方戰略合作。他建議

，3國要充分運用外長會晤機制深入務實合作，同時，加強在國際和地區問題的溝

通協商（中央社，2006.7.18）。 

2003年第26次8國集團領袖會議，法國邀請中共參加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會

議，胡錦濤以中共國家主席身份首次代表中國大陸參與G8相關會議（人民網，2006.7.11

）；2004年美國主辦G8會議時，未邀請中共與會；2005年7月，英國主辦8國集團會

議時，再次邀請中共參與8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是胡錦濤第2次

參與會議，此次會議則是胡錦濤第3度參與G8相關會議。 

 

◆溫家寶出訪歐亞4國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9月9至16日訪問芬蘭、英國、德國和塔吉克，並出席

赫爾辛基舉行的第9次中歐領導人會晤、第6屆亞歐領袖會議，並參加上海合作組

織成員國總理第5次會議。總計此行，溫家寶訪問4個國家，出席3場國際會議，參

與80多場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會見了15個國家領導人，共簽署30多項合作協定

，涉及政治、經貿、科技、文教、能源、環保等領域。中共與英國設立中英氣候

變化和能源工作組，並建立2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對話機制；中共與德國決定保持

2國總理年度會晤機制，增進雙方重大戰略問題溝通（人民網，2006.9.16）。 

溫家寶在出席亞歐會議時特別強調，中共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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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走和平、合作、發展的道路，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異同決定國家關係親疏

，中共將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向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他並指出，中共積極參

與國際反恐合作，但反對將恐怖主義與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掛鉤，反對雙重標準（中

央社，2006.9.11）。 

溫家寶此次出訪的重要目的有二：一是說服歐盟解除對中共的軍售禁令，二

是說服歐盟承認中國大陸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溫家寶在中歐領導人會議結束後

的新聞發佈會上，還特別呼籲歐盟做出前述決定，不過，歐盟並未正面回應中共

的要求，溫家寶並未達到出訪的2大主要目的。 

在解除對中共的軍售禁令方面，歐盟只表示此問題具重要性，並朝解禁方向

前進，但沒有具體承諾。在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方面，歐盟強調，中共必須在國家

影響、會計規則、破產法和金融服務部門改革4大領域達到特定的技術標準後，才

會承認中國大陸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美國之音，2006.9.11）。 

 

◆吳邦國出訪拉美3國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8月28日至9月9日訪問巴西、烏拉圭及智利

3個拉丁美洲國家。吳邦國此行利用各種場合介紹中共的內外政策，強調中共建構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和諧世界，堅持經濟建設、改革開放、走和平發展道路

。同時，此行的工作重點，還特別放在臺灣與西藏問題（人民日報，2006.9.11）。 

從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來看，吳邦國此次拉美之行，除了推動中拉關係之外，

臺灣問題也是訪問重點。香港中通社便發表文章指出，吳邦國拉美行的重要目的

之一，是要壓縮臺獨分子的國際空間，消解臺灣在拉丁美洲地區的影響力。中共

正積極做好拉美地區與中共未建交國家的工作，成立於1964年的「拉美議會」便

是近年來中共全國人大對拉美工作的重點，全國人大利用拉美會議作為平臺，加

強推動與臺灣邦交國的工作（中央社，2006.9.1）。 

 

◆吳官正出訪非洲4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吳官正8月27日至9月10日訪

問非洲盧安達、馬達加斯加、波札那、加彭等4個國家。隨同吳官正出訪的中共官

員包括中共中聯部部長王家瑞、中央紀委副書記劉峰巖、中央紀委秘書長干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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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部副部長馬文普、監察部副部長黃樹賢、山西省委副書記金銀煥等人（新華社

，2006.9.11）。由吳官正此行所率人員及會見對象觀察，此行較屬政黨交流性質。 

 

二、大國關係 

◆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郭伯雄訪美 

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郭伯雄7月16至22日訪問美國，與郭伯雄同往美國訪問

的軍方人員包括南京軍區政委雷鳴球、總參謀長助理章沁生、海軍副司令員趙興

發、空軍副司令員劉成軍、第二砲兵參謀長于際訓、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王冠中、

國防部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錢利華（人民日報，2006.7.17）。 

郭伯雄此次出訪美國，是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發生以來，中共軍方出訪

美國最高層級的軍職人員代表團，錢利華強調，這是今年中共軍事外交最重要的

行動（新華社，2006.7.16）。 

郭伯雄訪美期間會見美國總統布希、國務卿萊斯、國防部長倫斯斐、國家安

全顧問哈德里（Stephen Hadley）等官員。在會見布希時，郭伯雄強調兩軍關係處於近年

來最好的時期，重申中共在臺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布希則重申美國對臺海的立

場，反對單方面改變臺灣海峽現狀；在會見哈德里時，郭伯雄指出，中美兩軍關

係還落後於兩國關係，他要求美國妥善處理臺灣問題，停止提升臺美軍事關係，

停止售臺先進武器，不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中央社，2006.7.21）。 

郭伯雄與倫斯斐舉行會談時，雙方同意，在年內舉行兩國海軍海上聯合搜救

演習，就查找韓戰前後涉美失蹤、被俘人員開展軍事檔案合作，繼續加強兩軍院

校、中青年軍官交流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在會見萊斯時，郭伯雄強調臺灣問題涉

及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中國大陸人民和軍隊十分關心，希望美方妥善處理此問

題，不向臺獨發出錯誤信號，美方則重申不會改變一中原則，反對單方面改變現

狀（新華社，2006.7.19）。 

除了軍方高層訪美之外，9月7日中共兩艘軍艦「青島號」與「洪澤湖號」抵

達珍珠港，準備與美軍進行聯合軍事演習，這是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以來，

中共軍艦首次赴美訪問（東森新聞報，2006.9.7）。 

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事件發生後，中美兩軍關係降至冰點，隨後雙方逐步改

善關係，軍方高層人員互訪，改善兩軍關係。2003年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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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兼國防部長曹剛川訪問美國；2004年中共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梁光烈訪

問美國；2005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爾斯訪問中國大陸；2005年10月美國

國防部長倫斯斐擔任國防部長以來，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並參觀共軍第二砲兵司令

部；2005年9月、2006年5月，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法倫2度訪問中國大陸（新華社，2006.7.16

）。郭伯雄此次訪美除了顯示中美兩軍關係的提升之外，向美方表達中共對臺灣問

題的關切，也是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中美建立戰略經濟對話機制 
8月21日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布希熱線通話，布希對中國大陸東南

沿海部分省份遭受強颱襲擊表示慰問，同時希望加強2國在經濟領域對話與合作（

東森新聞報，2006.8.22）。 

在布希與胡錦濤取得加強經濟對話共識後，美國新任財政部鮑爾森9月21日在

北京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舉行會談，雙方宣布建立1年2度定期的「中美戰略

經濟對話機制」。第1次的中美年度經濟工作會議將於今年底在北京舉行，會議主

軸是檢視2國全面經貿關係；第2次會議將於明年上半年在華府舉行；國家領導人

應參與在本國舉行的會議。 

外界質疑中美並不缺乏經貿溝通管道，但美方官員強調，這項會議是層級最

高，涉及面最廣的會議。美方學者認為，鮑爾森接任財政部長後，把中美關係地

位大幅提升，並已進入華府中國政策決策圈（中國時報，2006.9.21）。 

除了軍事與經貿交流外，中共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周永康7月26至29日

也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推動中美安全執法等領域合作。中美雙方簽署了「進一

步加強執法合作的聯合聲明」、「關於反恐情報信息交流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關於打擊網絡犯罪的諒解備忘錄」、「關於加強執法人員聯絡與交流的諒解

備忘錄」等多份文件。 

由美國參議院臨時議長史蒂文斯率領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8月7日抵廣西桂林

對中國大陸進行訪問，這是今年正式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國會最高層級代表團。

代表團與中共全國人大舉行中美議會定期交流機制第3次正式會晤，就中美關係、

臺灣問題、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道路、中美經貿合作、國際和地區形勢交換意見

。能源、反恐、禽流感、奧運等全球性議題，也是議員討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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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指中國大陸非利害關係人 

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柯慶生8月3日在美中經濟安全檢討委員會舉行的「中

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嗎？」聽證會上作證時表示，

中共軍事發展仍不夠透明，在國際上仍支持蘇丹屠殺政權，因此現在還不是負責

任的利害關係人，美國對此表示失望；為保持美國區域及全球利益，美國的策略

是繼續強化與中共進行具有建設性的互動，中國大陸在經濟快速成長下，對軍費

的擴增及先進武器系統的取得與發展，缺乏透明化，已持續成為美國及周邊國家

關切的議題（中央社，2006.8.3）。 

在提到兩岸問題時，柯慶生警告，中共針對臺灣軍事部署的增加，可能有破

壞臺海現狀的危險，美國將依據「臺灣關係法」的義務因應此一情勢。他強調，

美國注意到中共仍拒絕放棄對臺灣使用武力，美國認為北京應該降低這種威脅，

增加兩岸對話溝通，包括直接與臺灣民選領導人對話。他重申，美國將支持臺灣

參與不以國家地位加入的國際組織，例如：亞太經合會議（APEC），及以觀察員身

份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活動，以便臺灣可以與世界分享及時資訊（中央社，2006.8.3

）。 

 

◆中共強烈抗議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卸任前於8月15日再次參拜靖國神社，中共外交部同日

發表聲明強烈抗議小泉的行為，中方強調，小泉純一郎再次參拜供奉有二次世界

大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中方對此一嚴重傷害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受害國人

民感情、破壞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行徑表示強烈抗議（新華網，2006.8.15）。 

除了發表正式聲明抗議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之外，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

也於15日上午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對此事向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新華網，2006.8.15）。 

 
◆中日東海油田紛爭 

日本8月30日對中國大陸在東海2國爭議海域著手開發「八角亭」新油田的動

向提出抗議，要求中方停止有關設施的建設。「八角亭」油氣田位於距離日本主

張的東海「日中中線」靠中方一側50公里處的「平湖」油田的東北方約6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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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處新油田雖位於「日中中線」靠近中方的一側，但屬於日本專屬經濟海域之內（

中央社，2006.8.30）。 

針對日方的抗議，中共當局8月31日批評日本在東海油氣開發上製造新的矛盾

和事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中日在東海存在海洋劃界等爭議，雙方應

通過談判解決，中方有關油氣田開發作業是在中國大陸東海大陸棚進行的正當開

發活動（法新社，2006.8.31）。 

日本提議在日方主張的「日中中線」周圍共同開發油氣田，中方則提出在日

方的海域共同開發，雙方堅持各自主張而形成僵局（中央社，2006.8.30）。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訪問北京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10月8至9日訪問北京，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19響

禮炮高規格接待安倍到訪，安倍晉三訪問期間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舉行會談（中時電子報，2006.10.9）。 

胡錦濤會見安倍晉三時表示，安倍上任後首次出訪就來到中國大陸，充分表

明對改善和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視，中共對此給予積極評價，安倍此次訪問是日本

首相5年來首次到訪中國大陸，標誌著中日關係出現轉機，希望此次訪問成為中日

關係改善和發展的新起點（中央社，2006.10.8）。 

安倍向胡錦濤強調，他不願意有關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成為政治、外交的問題

，希望兩國克服政治困難，自此出發，妥當處理此問題。安倍於會後記者會表示

，他深信得到中共領導人的充分理解（聯合新聞網，2006.10.9）。 

溫家寶會見安倍時表示，中日就克服影響2國關係的政治障礙達成共識，促成

此次訪問，開啟改善2國關係的希望之窗。他說，當前中日關係正處於關鍵時期，

既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諸多挑戰，中日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必須按照2

國達成的共識，妥善處理靖國神社問題，消除2國關係的政治障礙，「言必信，行

必果」，這是推動中日關係向前發展的重要保障。溫家寶同時要求日方要遵守「

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中國和平統一。溫家寶並對中日關係發展提出5點建議：實

現和保持2國領導人互訪；繼續進行戰略對話；完善經濟技術合作機制；開展文化

教育交流，擴大民間交往；加強磋商地區問題，推進東亞區域合作。安倍則表示

，日中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日本將繼續遵循日中3個政治文件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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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和精神發展2國關係（中央社，2006.10.8）。 

中日雙方並於8日發表聯合新聞公報指出，為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

海，應堅持對話協商，妥善解決有關分歧，加快東海問題磋商進程，堅持共同開

發大方向，探討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雙方同意，在政治、經濟、安全、社

會、文化等領域促進各層次交流與合作。以能源、環保、金融、信息通信技術、

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為重點，深化互利合作。在經濟領域推進部長級對話、相關

部門之間的磋商和官民對話（路透社，2006.10.9）。 

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就任後首次出訪便選擇中國大陸，顯示安倍對中日關

係的重視，從雙方領導人發表的談話顯示，此次安倍訪問中國大陸的重要共識之

一，就是有關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安倍成功訪問中國大陸，並邀請中共領導人

回訪日本，顯示中日關係的改善確實出現契機，至於能否持續走向改善之路，重

要的關鍵還是安倍對於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和行動。 

 

三、第三世界關係 

◆中共與查德復交，積極爭取臺灣邦交國 

中共8月6日與臺灣邦交國查德簽署建交公報，正式恢復中斷10年的外交關係

，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與查德外交部長6日晚上在北京簽署建交公報（聯合新聞網，2006.8.7

）。 

除了成功挖走臺灣邦交國查德外，中共也積極透過各種方式爭取臺灣其他邦

交國。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利用聯合國開會時機，會見臺灣邦交國元首、外交部

長或外交官員。9月20、21日李肇星個別會見臺灣邦交國哥斯大黎加總統阿里亞斯

、瓜地馬拉外交部長羅森濤；9月22日李肇星又利用聯合國中美洲外長集會時，與

臺灣邦交國哥斯大黎加外長史代格諾、瓜地馬拉外長羅森濤、多明尼加副外長李

瑞亞諾、巴拿馬常駐聯合國代表阿里亞斯等官員會面；同時，李肇星還利用與南

美國家為主的里約集團成員國會面時，會見臺灣邦交國巴拉圭外交官（聯合報，2006.9.24

）。 

李肇星9月18日出席聯合國「2001至2010年10年期支援最不發達國家行動綱領

」會議時表示，未來數年北京對於最不發達國家和重債窮國將增加援助規模，免

除欠中國大陸的貸款，並擴大這些國家免關稅進口商品範圍。他特別強調，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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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給予「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部分商品免關稅待遇，並提供其他援助。

據了解，中共已提供49個最不發達國家1,701筆援助，建成799個項目，免除36個最

不發達國家172筆債務（聯合新聞網，2006.9.20）。 

 

◆北京與智利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智利總統巴契列特8月21日簽署「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智利將可藉此

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同時也為中國大陸產品與服務業無障礙進入拉丁美洲開啟大

門。協定在巴契列特簽署60天之後生效，生效後智利外銷中國大陸的貨物中，92

％將免稅，而中國大陸向智利出口產品中半數關稅也隨即取消（中國時報，2006.8.23）。 

 

◆民調顯示亞洲國家擔心中共軍力成長 

美國非營利機構「皮尤中心」在6個國家所進行的調查顯示，中國大陸的亞洲

鄰國非常擔心中共軍力成長，93％日本人擔心中共軍力成長，76％俄羅斯人和63

％印度民眾擔心中共軍力成長；95％的中國大陸人民則認為中共軍力成長是件好

事。50％印度人認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對印度不利，40％俄羅斯人和28％日本人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持消極看法。 

調查還顯示，70％的日本人表示不喜歡中國大陸，也有70％的中國大陸人民

不喜歡日本；超過50％印度人認為未來50年中國大陸將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

，43％美國人也持類似看法，中國大陸民眾則只有37％持此觀點，59％日本人認

為中國大陸永遠不可能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中央社，2006.9.22）。 

 

四、多邊外交 

◆聯合國大會辯論，中共主打和諧世界 
今年聯合國大會一般辯論時，中共外交部長李肇星發言的重點是闡述中國大

陸的「和諧世界」觀，並未和往常一樣強調「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灣加入聯

合國。李肇星指出，中共對外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同各

國相互尊重、擴大共識、和諧相處，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堅

持各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致力於推動共享經濟全球化和

科技進步的成果，促進互利共贏，普遍繁榮；致力於促進不同文明的交流、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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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相互促進，倡導世界多樣性，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致力於同各國開展對話

、增強互信，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促進全人類的進步事業（聯合報，2006.9.24）。 

雖然中國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但中國大陸在聯合國經費分攤僅3千9百萬美金

，占經費比率僅2％，遠低於美國的22％，以及英國和法國的各5％，李肇星在聯

合國大會上允諾，中國大陸願意提高對聯合國的財政預算貢獻。同時，李肇星還

宣布北京將捐贈聯合國建設和平基金300萬美金（中國時報，2006.9.24）。 

 

◆溫家寶宣布中共黎巴嫩維和部隊增至1千人 

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9月18日宣布，中共政府已決定派遣1千名部隊參加聯

合國在黎巴嫩的維持和平任務，同時向黎巴嫩提供人民幣4千萬元的物資援助。溫

家寶強調，中共非常關心黎巴嫩局勢，希望以黎衝突能夠得到根本解決。聯合國

安理會先前決議，要將黎巴嫩維和部隊人數擴增至1萬5千人，溫家寶訪歐時，歐

洲國家領袖便希望中共在黎巴嫩的維和部隊能夠擴編，原本中共派駐在黎巴嫩的

維和部隊只有180餘名工兵（中央社，2006.9.18）。 

 

◆中共推薦香港前衛生署長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 

世界衛生組織（WHO）原秘書長李鍾郁今年5月病逝，11月WHO將選舉新任秘書

長，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7月25日表示，政府已決定推薦WHO負責傳染病事務

的中國籍助理秘書長，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競選WHO秘書長（聯合新聞網，2006.7.26

）。 

陳馮富珍如果在中共的推薦支持下順利當選WHO秘書長，一般相信，臺灣未

來爭取加入WHO或成為WHA觀察員的困難度，恐怕會進一步增加。 

 

五、北韓試爆核武 

◆中共聲明反對北韓核武試爆 
北韓官方媒體中央新聞通訊社10月3日發布北韓外交部聲明表示，由於美國對

北韓進行核戰威脅，並進行連串制裁，北韓將進行核武試爆，以達到核武嚇阻與

自我防衛（東森新聞網，2006.10.3）。 

北韓官方媒體發布消息後，引起各方關切，聯合國安理會特別舉行閉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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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此問題（新華網，2006.10.5）。 

中共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10月5日以罕見的強硬口氣表示，北韓進行核武試爆

將帶來嚴重後果，他強調，北韓堅持要做壞事，將面對嚴重後果，無人會保護北

韓（中國時報，2006.10.6）。 

雖然中共表達強烈反對北韓進行核武試爆，但北韓仍然於10月9日上午進行地

下核武試爆，中共外交部立刻對北韓進行核武試爆發表聲明強調，「10月9日，朝

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視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悍然實施核試驗，中國政府對

此表示堅決反對。實現半島無核化，反對核擴散，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一貫立場

。中方強烈要求朝方信守無核化承諾，停止一切可能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的行動

，重新回到六方會談的軌道上來。維護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符合有關各方的

共同利益。中國政府呼籲有關各方冷靜應對，堅持通過協商和對話和平解決問題

。中方將為此繼續做出不懈的努力」（人民網，2006.10.9）。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承認，中國大陸和北韓出現重大分歧，中國大陸反

對北韓核武試爆，北韓進行核試，已對中國大陸和北韓關係帶來負面影響。但他

強調，中共處理和北韓關係2原則：第一，發展中國大陸和北韓關係應符合雙方

共同利益；第二，要有利於朝鮮半島、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中央社，2006.10.10

）。 

西方評論家認為，北韓不顧中共反對，執意進行核武試爆是中共近15年來國

際外交上的最大挫敗（中央社，2006.10.10）。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認為中國大陸對北韓

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也寄望透過中國大陸來約束北韓的行為，但從7月5日北韓試

射飛彈後，拒絕接見中共特使，再加上此次不顧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對，仍然進行

核武試爆來看，中國大陸對北韓的影響力似乎不如美方預期中大。 

 

◆中共支持制裁北韓，但反對使用武力 

北韓進行核武試爆後，聯合國安理會便開始討論制裁北韓方案，在討論過程

中，中共外交部表示，中方希望採取的行動，第一，要有利於朝鮮半島的無核化

，第二，要有利於朝鮮半島、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第三，要有利於六方會談儘

早恢復，通過協商對話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中央社，2006.10.10）。 

經過數日討論後，聯合國安理會10月14日一致通過制裁北韓決議（1718號），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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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要求平壤停止核試與導彈計畫，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撤回北韓於2003年初

退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聲明。具體的制裁措施是：對北韓禁運核武器及技術

、大型武器及奢侈商品，另外，將檢查進出北韓貨物、凍結北韓境外財產，並實

施旅行限制。此項制裁方案，是聯合國安理會近年來對北韓最嚴重的一次制裁。

北韓駐聯合國代表樸吉淵表示反對，他強調，若美國繼續堅持施壓，北韓將視為

戰爭宣言，並將繼續實質性對抗（聯合新聞網，2006.10.15）。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與俄羅斯一直反對引用聯合國憲章第7章，以避免衝突擴

大，但此次安理會引用聯合國憲章第7章威脅國際和平安全行為的制裁措施，做成

此決議。北京強調，聯合國憲章第7章第41條授權聯合國在國際和平安全受威脅時

，採取經濟、外交制裁手段，但不包括武力；第42條則授權聯合國在第41條不能

奏效時動用武力。就此而言，此次決議是引用第 7章第41條，還未達到動用武力

階段。 

此次決議由美國主導，日本、英國、法國等國家連署，經過多次協商後才拍

板定案。中共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表示，北京贊成此強力決議，但制裁不是目的

，中共將繼續推動六方會談，以外交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危機。他強調，北京對決

議部分內容有所保留，中方不贊成對進出北韓貨物進行檢查，北京強烈敦促有關

國家，在這方面採取慎重而負責的態度，不要採取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挑釁性行

動（聯合新聞網，2006.10.15）。 

（許志嘉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