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近期中美進行相當頻繁的高層互動，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首次訪

問中國大陸顯示美國新保守主義人士對與中共交往不再堅持反對

的態度。 

█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主要在討論中美作為世界體系的「利害關係人

」的戰略關係，臺海問題不再是現階段中美互動的最主要議題。 

█胡錦濤及溫家寶相繼出訪歐洲，顯現中共透過領袖密集互訪、大

國外交及強化經貿合作等策略來推動對歐關係及促進國際體系多

極化發展的戰略意圖。 

█中共在「東亞峰會」發展之爭中似乎暫時取得上風，但因日、中

為代表的兩股勢力之爭，未來「東亞峰會」發展前途恐不樂觀。 

█在2005年第4季期間中共持續在國際事務中採取「有所作為」的態

度及進行戰略佈局，並獲得進展。 

 

 

一、美中互動頻繁 
2005年美中互動頻繁， 10月倫斯斐展開就任國防部長以來首次中國大陸行，

為改變倫斯斐對中共的看法，中共以笑臉攻勢迎接倫斯斐。11 月布希訪問中國大

陸，為其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第 3 次訪問中國大陸。12 月中共副外長戴秉國於華府

與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進行第 2次高層對話，就北韓核武、經貿等問題進行討論。 
(一)倫斯斐訪問中國大陸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於 2005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訪問中國大陸，為其就任

國防部長以來第 1 次訪問中國大陸，顯示美國新保守主義人士對與中共交往不再

堅持反對的態度。倫斯斐此行訪問中國大陸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中共大幅擴軍和進

行軍事現代化的意圖，並力促中共提高透明度。倫斯斐在訪問中央黨校時提出，

「中國需要更透明的民主機制，才能讓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消失(世界新聞網，

2005.10.21)」，並指出「中國尋求建立區域組織(意指上海合作組織)，把美國在內的太平洋國

家排除在外，令美國感到疑慮」。在訪問中國軍事科學院時則表示「中國應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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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導彈攻擊能力提出更透明的說明，以免鄰近國家質疑」(中國時報，2005.10.21，A9)。 

中共為改變倫斯斐其看法，以笑臉攻勢迎接倫斯斐，對於倫斯斐所提出參訪

要求全力配合，唯一對倫斯斐要求參觀北京近郊的「西山指揮管制中心」未予首

肯(中央社，2005.10.20；多維新聞網，2005.10.24)。由於倫斯斐往訪前在飛機上受訪時曾質疑中共

低報國防經費的動機，曹剛川利用與倫斯斐會晤時反駁「中國軍費不透明」的說

法，強調中共國防經費 320億美元是實在的數字，不過有些項目如航天事業發展，

不會計入軍費開支中(聯合報，2005.10.20，A13)。在參觀二砲部隊總部時，二砲部隊司令員

靖志遠主動向倫斯斐澄清先前國防大學朱成虎少將「核武攻美」的說法是完全沒

有根據的，同時強調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中共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以化解倫斯

斐對中共使用核武態度的疑慮(中國時報，2005.10.20，A13)。 
(二)布希訪問中國大陸 
美國總統布希於 2005 年 11 月中旬展開訪問亞洲 4 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蒙古)的

行程，於 19 日至 21 日訪問中國大陸，為其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第 3 次訪問中國大

陸，也創美國總統任內訪問中國大陸頻率最高的紀錄(解放軍報，2005.11.21)。布希訪問中

國大陸期間分別會晤胡錦濤、溫家寶，就經貿合作、反恐、禽流感、臺海、六方

會談、中國大陸民主化等議題進行會談(經濟日報，2005.11.21，A1)。美國國務卿萊斯在布

胡會後向記者簡報時表示，經貿問題是此次會談重點，臺海問題非主要議題，雙

方各自重申既定立場(聯合報，2005.11.21)。為衡平中國大陸對美龐大的貿易逆差(2005 年

預估高達 2,000億美元)，在布希來訪期間，中國大陸與美國波音公司簽署購買 70架客

機的框架協議，總值達 40億美元(中央日報，2005.11.21，p.6)。 
(三)美中舉行第 2次高層對話 
中共副外長戴秉國 2005 年 12 月 7 日與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華府進行第 2

次高層對話(Senior Dialogue，首次對話於 2005年 8月在北京舉行)，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厄立(Adam Ereli)

表示，兩天會談將涵蓋各種雙邊事務和國際議題，包括伊拉克、蘇丹及北韓和伊

朗的核武問題；此外，也將探討美國與中共未來關係的長期展望。這次會談目的

不在擬定行動方針或特定措施，也無意達成立即的外交突破，而是討論中美作為

世界體系的「利害關係人」的共同責任(聯合報，2005.12.9，A13)。據會後不具名美國官員

表示，雙方在會談中並未談到臺灣問題(環球時報，2005.12.9)，美方在會談中再次表達美

國及其盟國對中國大陸擴充戰略意圖的關注(本會資料)，中方則重申和平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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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國大陸的發展不僅是對中國人民負責，也是對世界負責，既造福中國人民，

也惠及世界，雙方並初步商定，第 3次戰略對話將於明年上半年舉行(新華社，2005.12.8)。

此外，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之鑫與美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

Josette S. Shiner進行第 5次經濟發展與改革對話。 
 
二、胡錦濤訪問亞、歐 

近期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頻繁，2005年 10月 28日至 11月 3日訪問北韓

及越南，11月 8日至 17日訪問英、德、西班牙，並出席在韓國釜山舉行的 APEC

第 13次非正式領袖會議。 

（一）敦促北韓履行六方會談共同聲明 
2005年 9月 19日在北京舉行的第 4輪六方會談達成「共同聲明」，使北韓核

武問題取得重大進展，惟之後北韓要求美國先向其提供輕水反應爐才解除核武，

為落實「共同聲明」造成障礙。胡錦濤此行目的在敦促北韓展現更大靈活性，徹

底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因如北韓再次玩弄技倆，不但使中

共可信度受損，也會危及東北亞區域的穩定。 

胡錦濤是自 2001年 9月以來首位中共領導人對北韓進行正式訪問，此行提供

北韓 20億美金的援助，重建其重工業，為 1992年來中共對北韓最大規模的金援。

對中共而言，透過金援維持北韓穩定，不但可讓中共在六方會談發揮主導作用，

還可從北韓獲得資源用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聯合報，2005.10.31，A13)。北韓除以最高規

格接待胡錦濤外，也承諾如期參加第 5輪六方會談(第 1階段會議於 11月 11日在北京舉行，未有

具體進展，六方商定擇期召開第 2階段會議)。 

（二）拉攏越南防範美勢力深入中南半島 
近年來美越關係急遽升溫，2000 年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歷史性訪問越南，2003

年 11 月美海軍護衛艦對胡志明市進行訪問，為 1975 年越南戰爭結束後美軍艦首

次訪問越南。2004 年越南首次公開表示「原則上同意美軍艦可在金蘭灣停靠補

給」，美則許諾將向越南提供 500萬美元清除越戰時期遺留的地雷。2005年 6月

越南總理潘文凱訪問美國，美國承諾向越南提供軍事訓練，中共擔心越南過於向

美國傾斜，使得美國勢力深入中南半島(亞洲時報在線中文版，2005.11.7)。  

胡錦濤此行為其就任國家主席以來首次訪問越南，其目的在加強兩國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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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貿聯繫，衡平美國在越南的影響力，此次雙方簽署邊界協定及十多項經貿合

作協定，其中包括合作開發北部灣油氣資源(信報財經新聞，2005.11.3)，並承諾向越南提供

10 億美元貸款以興建大型發電廠。在胡錦濤訪問越南前，越南國防部長范文茶前

往中國大陸訪問，並與中共國防部長曹剛川簽署「中越海軍北部灣聯合巡邏協

議」，顯示雙方在安全事務上已有共識(多維新聞網，2005.11.12)。越南外交人員透露，中

方提出租用越南金蘭灣軍事基地的意願，惟被中共外交部否認(中央日報，2005.11.4，p.6)。

金蘭灣是扼太平洋與印度洋戰略要點，2002 年俄羅斯撤出後由越軍接管至今，美

國曾提出以每年 10億美元租用該基地，惟越南考量與中共關係，否決了美國的提

議，也顯示越南在美、中之間力求平衡的態度。 
（三）訪歐以經貿為主軸 
胡錦濤訪歐前正值歐盟與中國大陸因汽車與鞋類爆發貿易戰，胡錦濤希望大

筆採購能平衡中方高額的貿易順差，並透過經貿合作促進歐中政治關係，向國際

展示和平崛起的形象。訪問期間與英國簽署價值 13 億美元的合約，與德國簽署價

值 10億歐元的合約，與西班牙簽署價值 9億歐元的經貿協定、戰略夥伴關係協議

及引渡協議，後者為中國大陸與歐洲國家首次簽署此類協議(BBC中文網，2005.11.14)。至

於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問題方面，自 2005年初夏歐盟擱置此一議題後，又面臨德

國政府更替問題，新任總理梅克爾與前任總理施洛德支持解除中共武器禁運的立

場有所不同，使解禁更不樂觀(聯合報，2005.11.14，A13)，胡錦濤此次訪歐未再強調此一議

題。 

（四）對南韓進行國是訪問 
胡錦濤此行除參加 APEC 會議外，並對南韓進行國是訪問。自盧武鉉擔任南

韓總統以來，韓中關係日趨密切，2003 年盧武鉉訪問中國大陸時，兩國宣布建立

全面合作夥伴關係，韓中關係的接近也對韓美同盟造成影響，南韓甚至堅拒美調

駐軍介入臺海(東方日報，2005.3.11)。胡錦濤訪問期間與南韓總統盧武鉉進行會談，會後

發表聯合聲明，除經濟、文化方面的合作外，也增加外交和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文

匯報，2005.11.24)。此外，雙方同意設立熱線，南韓並宣布承認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地

位。另對於日本侵略亞洲鄰國歷史問題，雙方表示強烈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太陽

報，2005.11.17)，為兩國首次表明合作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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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溫家寶訪問歐洲及參加東協相關會議 
中共總理溫家寶於 2005年 12月 4日至 15日期間，訪問法國、斯洛伐克、捷

克、葡萄牙和馬來西亞，並出席在吉隆坡舉行的第 9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

（10+1）、第 9次「東協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0+3）和首屆「東亞峰會」。溫家寶

訪歐期間，有關中法關係及中歐戰略關係等問題受到關注，整體行程以科技交流、

強化經貿合作為重點（中國通訊社，2005.12.16）。在溫家寶轉往訪問馬來西亞並參加東協

相關會議期間，有關中共推遲中日韓三方峰會、首屆「東亞峰會」等的相關問題，

成為輿論焦點。 

（一）溫家寶訪問歐洲 4國 
繼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11月訪問英國、德國及西班牙後，中共總理溫家寶 12

月馬上續訪法國、斯洛伐克、捷克與葡萄牙等 4個歐洲國家： 

 訪問法國期間，溫氏會見法國總統席哈克、總理德維爾潘等官員，雙方簽訂包

括購買客機等的 16項合約或協定，雙方也發表「關於開展青年領域合作的聯合

聲明」（人民日報，2005.12.5；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12.7）。 

 訪問斯洛伐克期間，溫氏與該國總理祖林達會談，雙方並簽署投資保障協定附

加議定書及信息通訊领域合作等的協議（中央通訊社，2005.12.8）。 

 訪問捷克期間，溫氏與總理帛琉貝克發表聯合聲明，內容包括雙方願擴大相互

投資、支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並反對任何導致臺海局勢緊張和改變臺

灣地位的作法等（中共外交部網站，2005.12.9）。 

 訪問葡萄牙期間，溫氏會見葡國總統桑帕約及總理蘇格拉底等政要，兩國總理

簽署聯合聲明，雙方決定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雙方還簽署涉及司法協助、

投資保護及衛生合作等的 10個協議（新華社，2005.12.9；新華社，2005.12.10）。 

溫氏此次訪歐，著重在經貿、科技及文教等層面，並以訪問法國為重點。整

體上，最值關注者仍是中法關係及中歐戰略關係： 

1.中、法關係 

法國是歐盟國家中與中國大陸關係最密切的國家（香港中通社，2005.12.5）。中、法

兩國元首 2004 年完成互訪，溫家寶此次往訪，是對 2005 年法國總理德維爾潘訪

問中國大陸的回訪。然中法經貿關係滯後於政治關係，法國對中國大陸投資、經

貿分居歐盟國家第 3位與第 4位，在全球僅居第 15位（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12.7）。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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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此行主要目的在推進雙邊的經貿關係，此次與法方簽訂涉及金融、鐵路、航天

航空、能源、科研、教育等領域的 16 項合約或協定（新華社，2005.12.5），其中下單購

買 150架空中巴士 A320系列客機，比 11月美國總統布希訪問中國大陸時購買 70

架波音 737客機多了 1倍，價值達 100億美元（約 3,300億新臺幣）。中共還可能向法國

購買 80 億美元的核電廠（聯合報，2005.12.6）。中共企圖透過經貿合作來強化中法戰略

關係，再利用中法關係來推展對歐盟的關係及促進國際體系多極化的發展。溫家

寶與法國總統席哈克會談時強調，中法應深化全面戰略關係，加強在國際事務中

的協調與配合，共同維護聯合國權威等，席哈克則表示，法方將為推動歐盟與中

國關係的發展，解決中方的合理關切繼續做出努力等（新華社，2005.12.5）。 

2.中歐戰略關係 

中共推動對歐關係，主要透過領袖密集互訪、大國外交及強化經貿合作等策

略。近來中共領袖頻頻出訪歐洲，對歐洲國家進行地毯式的訪問，11 月國家主席

胡錦濤訪問英國、德國及西班牙，12 月溫家寶接續對法國、斯洛伐克、捷克與葡

萄牙等 4 個國家進行訪問，此等密集的高層訪問在各國外交史上極為少見。中共

領袖密集訪問歐洲，顯示其對歐洲外交的重視，中歐關係也因而更加鞏固（新京報，

2005.12.5）。其次，中共透過強化與歐洲大國的關係，特別是與法、德、英、西班牙

4國的關係（香港中通社，2005.12.5），作為發展對歐關係的支柱。法國號稱歐盟「發動機」

之一，歷來在中歐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中通社，2005.12.5），中法雙方在 2 年內完

成總統及總理的互訪，顯見中共企圖運用中法關係推進中歐戰略關係。最後，在

中共發展對歐關係上，經濟優先的外交戰略已經成為最有效的一張牌（中國通訊社，

2005.12.16）。中共升高中歐經貿關係，一方面達到分散貿易市場的目的，另方面離間

美歐關係，反制美國單邊主義，達到推動國際體系多極化發展的目的。中歐貿易

總額已經超越中日貿易額，緊追在中美貿易之後，很快可能躍居第 1 位（東方日報，

2005.12.7）。 

（二）溫家寶參加東協相關會議 
溫家寶此次到馬來西亞，行程包括訪問馬來西亞，並參加在吉隆坡舉行的第 9

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10+1）、第 9次「東協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0+3）

和首屆「東亞峰會」。首屆「東亞峰會」由東協「10+3」衍生出來（但兩者是平行、相互

補充的關係），並從「10+3」擴大為「10+6」（加入印度、澳大利亞及紐西蘭），未來將 2 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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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次。 

 溫氏在「10+1會議」中表示，中國將繼續支持東協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願以中國－東協合作為依托，與東協一道推進東亞合作，並提出「10+1」合作

的 5點倡議（人民日報，2005.12.13）。 

 溫氏在「10+3會議」中表示，中國將繼續支持東協在區域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也主張中、日、韓加強協調，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和作用。中國反對本地區搞自

我封閉或排他性集團，支持「10+3」與美國、歐盟及其他域外國家和組織加強

溝通與對話（人民日報，2005.12.13）。 

 溫氏在首屆「東亞峰會」中發表「睦鄰、安鄰和富鄰」的政策。峰會後「10+6」

各國聯合發表「吉隆坡宣言」，確認「東協將發揮主導作用」，並首度將「東

亞峰會」定位為「一個開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論壇」。未來「東亞峰會」

將由東協主席國主辦（明報，2005.12.12）。 

在本次東協相關會議議期間最受關注的議題包括中共推遲中日韓三方峰會及

首屆「東亞峰會」等。 

1.中共推遲中日韓峰會 

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第 5 度參拜靖國神社的影響，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亞太經合會（APEC）時拒與日本小泉首相舉行雙邊會晤。在溫家寶啟程訪歐前，

中共外交部發表聲明，鑒於目前的「氣氛和條件」，中日韓三方峰會將推遲至「適

當的日期」（蘋果日報，2005.12.5）。溫家寶訪前接受法國報章專訪時表示，中日領導人

能否會晤，取決於「日本領導人能否以實際行動糾正參拜靖國神社的錯誤」（星島日

報，2005.12.5）。在出發參加東協相關會議前，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日本應反省

對中、韓造成的痛苦，但歷史不應阻礙日跟中、韓未來的關係」（香港商報，2005.12.8），

小泉首相也表示，目前與中、韓的關係緊張只是暫時的（聯合報，2005.12.12），日本首

相與外相相繼發言，意在緩和氣氛。然麻生外相到達吉隆坡後卻發表，日本與中

國相爭的「最終結果將有助於加強兩國關係」、「與中國競爭必須勝，是為鼓勵

日本企業領導的幹勁」的論點（國際金融報，2005.12.12）。溫家寶在會議期間再次抨擊表

示，推遲三方峰會的責任不在中方，而是日本領導人不能正確對待歷史問題，連

續 5 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太陽報，2005.12.13）。對中共推遲三方峰會，中

共外交人士表示，代表中共對日本的外交路線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中央日報，2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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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日、韓三方峰會未能舉行，溫家寶與小泉首相在東協相關會議期間

也少有接觸，但中共外交部在推遲三方峰會的聲明中曾表示，中共在這段期間將

繼續履行三方合作協調的職責，希望三方合作排除障礙，穩定發展（聯合報，2005.12.5）。

中共副外長武大偉表示，中日韓領導人三邊會晤只是延期並未取消（中國時報，

2005.12.13）。中共外長李肇星也表示「現在中日關係出現困難，責任不在中方，．．，

責任也不在日本人民，責任完全在日本個別領導人，一個人」（文匯報，2005.12.12），

顯然中共對改善中日關係仍留有餘地，且將打擊面限縮於小泉首相一人。中日關

係決裂對中共並非有利，中共或許正在等待著小泉首相的下臺。 

2.首屆東亞峰會 

首屆「東亞峰會」是本次東協相關會議中最受關注者。「東亞峰會」由「10+3

會議」衍生而來，再加上澳大利亞、紐西蘭及印度的參與（但尚未成為完全會員），首屆

已擴大形成「10+6 峰會」。「東亞峰會」舉行前受到相當的關注，最主要的焦點

在於美國被排除在峰會之外及中、日爭取主導權。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地在 1991年提出「東亞經濟集團」的構想，目的在對抗

美國主導區域經濟，因此馬氏極力反對邀請區域外國家參與「東亞峰會」。中共

為主導區域整合，也暗中反對美國參與此一峰會。東協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表示，

這是亞洲國家的高峰會，所以不邀布希總統參加。因美國未受邀請，美國高層官

員指陳「東亞峰會」是個黑箱子，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中國時報，2005.12.7）。然在 11

月 25日美國與東協已簽署了「美國與東協加強伙伴關係的共同聲明」，且立場傾

向美國的澳大利亞、紐西蘭進入峰會再加上印度也進入，多少取得某種程度的平

衡，使東協不致一面倒向中國大陸（中國時報，2005.12.12）。但有論點認為，中共已在某

種程度上成功離間美國及其若干亞洲盟邦，更促使澳洲及新加坡公開宣示在臺海

衝突時保持「中立」的立場，並私下促使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南韓作此表態（中央日

報，2005.12.12）。 

中日之爭不只造成中日韓三方峰會無法舉行，也將不利於「東亞峰會」多邊

合作（香港中通社，2005.12.4）。中日對於「東亞峰會」的發展都想取得主導權。日本外

相麻生太朗在前往馬來西亞之前曾發表一篇演說表示，不認為日本目前在政治上

被中、韓罰坐冷板，會影響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太陽報，2005.12.9）。會議期間日本

為拉攏東協國家，更提供用於促進東協整合、反恐及防治禽流感約 2 億美元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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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東方日報，2005.12.14）。會前由於中、日兩國對於吉隆坡宣言草案的觀點不同，使宣

言的草擬陷入僵局（中國時報，2005.12.7）。對於東亞共同體的發展，泰國等一些國家贊

成中共主張「共同體要以 10+3為核心」，避免在草案中提及共同體的觀點。而以

日本為首的一些國家則希望在草案中採取「開放的區域主義」原則（新京報，2005.12.8），

以借助新加入的澳、紐、印等國家遏制中共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香港中通社，2005.12.7），

在建構未來共同體方面發揮主導性來對中共加以牽制（香港商報，2005.12.8）。從「吉隆

坡宣言」確認「東協將發揮主導作用」及未來的峰會將由東協主席國主辦的內涵

觀察，現階段中共的觀點似乎佔了上風。 

有觀點認為，「東亞峰會」予人最大的感觸是「單極不再，多極活躍」（中新社，

2005.12.14）。東亞峰會的開啟象徵美國影響力的式微，臺灣可能邊緣化（中國時報，2005.12.13；

經濟日報，2005.12.15；工商時報，2005.12.18）。但也有觀點認為，由於「東亞峰會」的開放性（或

鬆散性），遠不如「10+3 峰會」具實質內容，而「10+3」與「東亞峰會」的相互交

叉，探討的內容更形繁雜，也沖淡會談的主題和實質性（聯合報，2005.12.12）。馬來西

亞戰略研究中心的負責人認為：「『東亞峰會』最終將失敗，因為它實際上只是

一個空殼，不會有實質性的成果出來」（香港中通社，2005.12.7）。香港媒體表示，中、

日、韓為歷史問題鬧得不可開交，原來意義上的「東亞峰會」已名存實亡（太陽報，

2005.12.9）。中共解放軍報報導，想要朝東亞共同體方向發展，本屆峰會仍面臨許多

較為嚴重的制約因素，短期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它提供東亞對話的一

個平臺（解放軍報，2005.12.5）。澳洲雪黎國際政策研究所人員也表示，目前看來它將只

是一個「意見交換殿堂」（中央通訊社，2005.12.14）。 

（法政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