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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訪問大陸就北韓核武、兩岸問題與中共會談，中共對兩岸問

題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 

▉中共與周邊國家爭議不斷，與新、日、韓屢起齟齬，近來已漸趨緩和。 

▉溫家寶訪問俄羅斯尋求能源合作，但未取得進展。 

▉溫家寶出席亞歐會議，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 

    
近期美中互動頻繁，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美軍太平洋司令法戈、參議院

代表團訪問大陸，就兩岸、北韓核武等問題與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中共外長李

肇星則在 9月 26日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此外，胡錦濤將於 11月 20日與布

希在智利舉行的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會晤，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可能於年底

訪問美國。近來中共與周邊國家爭議不斷，除對李顯龍訪臺採取強烈反應外，中

共在東海探勘天然氣及大陸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的失控行徑，使日中關係更為惡

化。此外，高句麗歷史問題影響中共與南韓關係。在新加坡重申反對臺獨後，中

新關係已逐漸恢復。而中共派遣王毅為駐日大使，一般認為中共意在修補中日關

係。另副外長武大偉、政協主席賈慶林相繼訪問南韓，緩和雙方因高句麗歷史問

題所引發的爭議。媒體分析中共擬化解與日韓新等東亞國家的外交衝突，以爭取

各國在臺灣議題的支持立場。中共總理溫家寶 9 月訪問吉爾吉斯、俄羅斯，並出

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三次會議，此行除強化上海合作組織經貿與反恐合

作外，並希望加強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惟鋪設油管問題未獲俄羅斯具體承諾。

此外，溫家寶此行結束雙方有關俄羅斯入世的雙邊市場准入談判，同時草簽協定，

待普丁 10月訪問大陸時，兩國將正式簽署俄羅斯入世的有關文件。溫家寶並於 10

月前往越南訪問及出席在河內舉行的第五屆亞歐會議，除進一步加強與越南及歐

洲國家的雙邊關係外，希望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共的武器禁運。 

 
一、美中互動頻繁 
近期美中互動頻繁，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美軍太平洋司令法戈、參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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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訪問大陸，就兩岸、北韓核武等問題與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中共外長李

肇星則於 9月 26日前往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此外，胡錦濤將在 11月 20日與布

希在智利舉行的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會晤，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可能於年底

訪問美國(聯合報，2004.9.27，A11 版)。 
 
(一)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訪問大陸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在美國總統大選前罕見地展開亞洲之行，並在 7 月 8

日至 9 日訪問大陸。由於美國已完成伊拉克主權移交問題，將焦點轉移至東北亞

地區，希望穩定朝鮮半島及臺海情勢，為布希競選連任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共對兩岸問題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 

萊斯此次東北亞旋風式的訪問，本想以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為焦點，但中共抓

住機會，對臺海問題表達強烈關切(The Washington Post，2004.7.13；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4.7.10，

p.A4)。萊斯訪問大陸期間會晤江澤民、胡錦濤、唐家璇、李肇星等(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中方領導人在 4 次會面集中談的都是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且態度相當強硬。中國時報，2004.7.23，A13 版)，其中江

澤民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在胡錦濤之前與萊斯會晤，被認為是凸顯臺灣問題的

嚴重性(中國時報，2004.7.9，A13 版)。另據美國資深官員表示，中共在對臺問題態度上更為

強硬。江澤民向萊斯表示，如果「外國勢力插手支持」臺獨，中共絕不會坐視不

管(The Washington Post，2004.7.14)。李肇星並向美方提出停止「美臺軍事聯繫」、「官方往

來」、「支持臺灣參與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等要求。分析指出，北京

現階段對臺採取威脅策略係企圖在兩岸議題上爭取有利籌碼(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04.7.21)。萊斯則重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持續信守臺灣關係法的義務，反

對片面改變現狀的一貫立場(中央日報，2004.7.9，1 版)，並明確告知中共，其飛彈部署使

臺海軍力失衡，因此美方有必要繼續對臺軍售(The Washington Times，2004.7.15 )。萊斯同時

指出，在討論北韓及臺海形勢等東亞問題上，中美之間有必要進行更高層的對話(中

國時報，2004.7.8，A13 版)。 

▉美國賡續敦促兩岸對話 

    萊斯在訪問日本期間表示，兩岸關係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安全非常重要，未

來日美兩國應致力促進兩岸對話進展(中國時報，2004.7.8，A13 版)。萊斯在與中共領導人會

談時表示，美國願意協助中方與臺灣對話(和萊斯同行的美方官員表示，萊斯並未具體提出構想，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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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表示美國願意採取步驟「促進雙方對話，如果此舉有所幫助」。The Washington Post，2004.7.9)，但中共堅持

以「一中」作為恢復對話的前提毫無助益，中共應思考如何做才使面對面對話有

可能進行(The New York Times，2004.7.9)。萊斯同時強調美國已採取行動緩和臺獨的論調，

特別指出陳總統 520 就職演說已有所節制，代表兩岸對話的一個機會。中共領導

人雖承認陳總統的言論已有修正，但仍持不信任的態度(聯合報，2004.7.15，A13 版)。 

▉中共未向美方承諾對北韓施壓 

萊斯此行力促中共向北韓施壓放棄核武計畫，中共領導人並未有所承諾，僅

重申北韓核武問題需要持續對話，美國寄望北韓問題在 9 月復談前與中共取得協

調也因此大受影響(The Straits Times，2004.7.10、7.12)。7月 13日中共駐美大使館發言人孫偉

德表示，美國最近對香港和臺灣問題的言行將使美中關係受到傷害，並影響中共

在北韓核武問題上與美國的合作(The Washington Post，2004.7.14)。惟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在

7 月 15 日的聽證會中表示，臺灣問題是雙邊整體關係的重要議題，但在六方會談

上，中共並沒有把它當作一種談判策略(鳳凰網，2004.7.16)。近來中共與美國談及對北韓

施壓的問題時，似減少合作態度。自 4 月中旬金正日訪問大陸以來，中共對北韓

的立場即已軟化。中共了解到，在美國仍主張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的情況下，北

韓牌乃是中共的一個有力外交武器，因此中共一方面樂於繼續主辦六邊會談，再

方面則坐待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提出誘因，再對北韓施加壓力(CNN，2004.6.22)。 

 
(二)美軍太平洋司令法戈訪問大陸 
美軍太平洋司令法戈於 7 月 21 日至 25 日訪問大陸，由於正值美中臺三方軍

事演習敏感時機，法戈表示，此行目的之一就是讓每個人清楚美國政府的對臺政

策沒有任何改變(本會資料)。分析家指出，只要美國堅持對臺軍售的立場不變，法戈

此行成效可能不會太顯著(聯合報，2004.7.29，A13 版)。法戈北京之行內容豐富，除參加中

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的研討會外，並會見中共外長李肇星、解放軍參謀長梁光

烈等(中國時報，2004.7.28，A11 版)。美方官員指出，法戈向中方重申美國不希望兩岸片面

改變現狀的立場，並在私下、非公開場合向中共官員表示，美國太平洋指揮部已

有動用武力協防臺灣的準備，只待美國總統布希下令(自由時報，2004.8.6，1 版)。  
 
(三)美國參議院代表團訪問大陸 
   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於 8 月 1 日至 8 日訪問大陸，為美國參議院派赴大陸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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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層級的代表團(中國時報，2004.8.4，A13 版)。參議院臨時議長史帝文生表示，中共領導

層抱怨，美國並沒有遵守限制和臺灣交往的幾個公報，並呼籲美國廢除臺灣關係

法，美方則明確告知北京，華府不會自軍售立場退卻(聯合報，2004.8.4，A13 版)。美國國

務院 8 月 4 日也回應，華府基於三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的立場沒有改變。此外，今年 1 月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

與美國參議院臨時議長史蒂文生和資深參議員井上健在美國夏威夷舉行會談，就

全國人大與美國參議院建立正式交流機制達成共識(新華社，2004.1.9)。史帝文生此行與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會晤，正式啟動美國國會與中共全國人大的交

流機制(中國時報，2004.8.4，A13 版)，目前與美參議院成立此機制的國家只有墨西哥、加拿

大、英國等(信報財經新聞，2004.8.12)。 

 
二、中共與周邊國家爭議不斷 
近來中共與周邊國家爭議不斷，除對李顯龍訪臺採取強烈反應外，中共在東

海探勘天然氣及大陸球迷在亞洲杯足球賽的失控行徑，使日中關係更為惡化。此

外，高句麗歷史問題影響中共與南韓關係。在新加坡重申反對臺獨後，中新關係

已逐漸恢復。而中共派遣王毅為駐日大使，一般認為中共意在修補中日關係。另

副外長武大偉、政協主席賈慶林相繼訪問南韓，緩和雙方因高句麗歷史問題所引

發的爭議。媒體分析中共擬化解與日韓新等東亞國家的外交衝突，以爭取各國在

臺灣議題的支持立場(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4.10.8)。  
 
(一)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訪臺引發中共抗議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8 月 12 日接任總理)7 月 10日訪臺，中共旋即循外交管道向星

國提出抗議，中共外交部強烈駁斥有關李顯龍此行是替大陸傳話的報導，並指此

行為雙方合作關係產生嚴重後果，新加坡必須承擔全部責任(新華社，2004.7.11)，而原訂

7 月 14 日前往新加坡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臨時取消行程(中央社，2004.7.14)。

李顯龍於 7月 16日發表新聞公報，堅稱星國絕不會因這次私人訪問影響「一中」

政策，惟整個事件並未因此平息，中共不但封殺新加坡在上海浦東舉辦的嘉年華

會，星國國家發展部部長馬寶山訪問大陸的行程也暫時取消(中國時報，2004.7.22)。此外，

中共商務部官員透過北京中國日報表示，由於李顯龍的訪臺之行，中國大陸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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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的自由貿易區談判確實遭遇挫折，雙方貿易關係已經受到傷害(中國時報，2004.8.4)。

為安撫中共，李顯龍 8月 22日公開表示，如果臺海衝突由臺灣主動挑釁，新加坡

不會支持臺灣。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表示，李顯龍重申「一中」並反對「臺獨」，

此立場符合新加坡利益，並有利於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時報，2004.8.26)。新加坡外

長楊榮文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表示，臺灣部分團體追求獨立是最危險的事，因為

這會使臺灣與中國大陸發生戰爭，且捲入其他國家，將危及整個亞太區域的穩定(中

央日報，2004.9.30，3 版)。另新加坡教育部長 9月 2日訪問北京，為李顯龍訪臺風波後第

一位獲准訪問北京的新加坡高層官員，顯示兩國關係出現改善的跡象。 
 
(二)亞足賽風波影響日、中關係 
近來日中因東海海底資源調查活動引發爭議，中共甚至擱置國務委員唐家璇

今夏的訪日行程，8月在北京舉行的亞洲杯足球賽使雙方關係更為惡化。亞洲杯足

球賽 8月 7日由衛冕的日本與東道主中國大陸爭奪冠軍，由於靖國神社、釣魚臺

等因素，大陸球迷的反日情緒達到高點，雙方政府則呼籲球迷冷靜。日本在決賽

中擊敗大陸，大陸球迷輸球後的瘋狂行徑演變成兩國外交風波。日本外務省及駐

北京大使館就日本公使座車及球迷座車被砸、國旗被焚，向中共政府提出抗議(聯合

報，2004.8.9，A13 版)，日本媒體更提及，中國觀眾如此表現讓國際社會感到驚訝，也為

4年後的北京奧運留下讓人擔憂的課題(中國時報，2004.8.9)。 

即將卸任的中共駐日大使武大偉對中國球迷仇日情緒的過激表現向日本外相

表達遺憾，並針對日本媒體以質疑眼光批評中國沒有能力舉辦 2008年奧運一事，

向川口表示不滿(中國時報，2004.8.10)。此外，日本首相小泉 8 月 10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

表達明年將再度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日本政府 4 位內閣大臣也於 8月 15日前往靖

國神社參拜，引起中共和其他亞洲國家不滿(美國之音，2004.8.16)。惟中共 9 月派遣現任

外交部副部長王毅出任駐日大使，王毅過去曾策劃天皇訪問中國大陸，被視為知

日派(本會資料)，外交界普遍解讀是為了修補關係(大公報，2004.9.7)。而以日本川崎重工為

首的財團，已證實獲總值 120 億美元的京滬高速鐵路首個合約，顯示雙方緊張關

係似有緩和跡象，日本外相川口亦於 9 月訪問大陸(香港經濟日報，2004.9.1，A36 版)，胡錦

濤可能在 11月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與小泉會晤。另為改善對日關係，中共

已管控國內媒體有關仇日的新聞報導(The Daily Yomiuri，2004.10.4)。惟日本首相小泉的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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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機構「安保與防衛力懇談會」9月提出的研究報告中，首度把中共列為「日本

周邊的軍事威脅」，並考慮對臺海爆發衝突的可能性表示關切，此舉可能會使兩

國關係惡化(聯合報，2004.9.16，A13 版；文匯報，2004.9.16)。 

 
(三)高句麗歷史問題影響與南韓關係 
   2002年 3月，大陸社科院發起一項為期 5年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

究工程」，對古朝鮮史、高句麗史、渤海史以及中韓關係史進行全盤研究，啟動

了中、韓高句麗歷史之爭。最近以高句麗遺址所在與北韓一起申報世界遺產成功

的吉林省集安市出現「中國高句麗史」一書，其中列舉 33個項目說明高句麗隸屬

於中國，讓南韓警覺事態嚴重。南韓政府 8 月 1 日發表聲明，將對大陸採取強硬

對策(中國時報，2004.8.6，A11 版)。連北韓也對長期盟友中共加以指責，北韓國營的勞動新

聞指控中共「扭曲歷史以自利」(中央日報，2004.8.13，6 版)。 

中共外交部 8 月 2 日決定在外交部網站刪除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前的韓國歷

史，將高句麗史納編為中國史的一部分，為此南韓朝野紛紛譴責北京扭曲歷史(自由

時報，2004.8.7，3 版)，南韓政府更緊急派遣外交通商部亞太局長朴晙雨前往北京交涉，

並提出警告，倘中共修改教科書，扭曲高句麗歷史，韓國政府絕對無法容忍，1992

年建交後急遽發展的兩國關係，必將面臨重大修正(中央社，2004.8.10)，惟中共以「中國

乃地廣人眾的國家，難以一一管控發生在各地的問題，恕難徹底控制」為由，拒

絕南韓糾正高句麗歷史問題的要求(中華日報，2004.8.8)。南韓外交部次官補李秀赫 8 月

10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如果情況持續惡化，南韓可能考慮採取與臺灣加強外

交、召回駐中共大使、停止雙方正常外交等措施(中央日報，2004.8.11，6 版)。南韓總統盧

武鉉已指示諮詢機構全面研究中韓歷史，高句麗歷史結論須由中韓元首確認(中央社，

2004.8.10)。為全力紓解中韓兩國因高句麗史問題而陷入的齟齬關係，中共副外長武大

偉 8月 22日飛抵漢城，與南韓外交通商部次官崔鎮英會談，達成 5項諒解協議(1.

高句麗史問題成為兩國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中方對此予以重視。2.為了防止因歷史問題影響兩國友好合作關係，雙方將

做出努力，並根據 1992 年 8 月的「韓中建交聯合聲明」及 1993 年 7 月兩國層峰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為發展全面的

合作、夥伴關係而努力。3.雙方達成共識，將在韓中合作關係的框架，尋求公正解決高句麗史問題的方案，採取必要措施，

為防止高句麗史問題演變成政治問題做出努力。4.中方就韓方從中央和地方政府角度關注高句麗史問題相關記述表示理

解，並採取必要的舉措，防止問題複雜化。5.雙方將為儘快舉行學術交流而努力，並使之有助於增進兩國間的學術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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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國民的理解。中央社，2004.8.24)。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8月 27日訪問南韓，在拜會

盧武鉉時當面宣讀胡錦濤化解兩國對高句麗史歧見的口信(聯合報，2004.8.28，A13 版)。南

韓學者認為，中共希望儘速解決此問題，因中共不希望因此事件使仇中情緒高漲，

並進而使韓國轉向支持美國及採取與日本合作的不利局面(The New York Times，2004.8.26)。 

 
三、溫家寶訪問俄羅斯 
中共總理溫家寶於 9 月 21 日至 25 日訪問吉爾吉斯、俄羅斯，並出席上海合

作組織成員國總理第三次會議，此行除強化上海合作組織經貿與反恐合作外，並

希望加強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 

 
(一)強化上海合作組織之經貿與反恐合作 
   溫家寶在訪問吉爾吉斯時，雙方簽署聯合公報、合作綱要及經濟技術協定等。
此外，溫家寳並出席在吉爾吉斯首都比什干所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第三次

會議，各成員國總理決定進一步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內部的經貿合作，並加強打擊

恐怖主義。在經貿合作方面，會中批准多邊經貿合作綱要(新華社，2004.9.25)，溫家寶並

提出在各國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主張，中共的立場獲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等中亞

國家的歡迎和支持，惟受到俄羅斯的反對。俄羅斯媒體報導指出，莫斯科害怕北

京在中亞地區建立經濟霸權，因為這幾年中國大陸經濟的高度發展給俄羅斯帶來

極大的壓力(中央社，2004.9.25)。在反恐議題方面，去年哈薩克在中國大陸境內第一次舉

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反恐演習，未來很可能會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的集體快速反

應部隊，共同聯合執行反恐怖行動(美國之音，2004.9.24)。 
 
(二)與俄能源合作未取得進展 
   在溫家寶訪俄前的外交部記者會，中共外交部助理部長李輝坦言，石油合作
是雙方會談的重要議題(中央日報，2004.9.22，6 版)。溫家寶此行雖獲俄羅斯承諾，對大陸

之石油之供應量由 2005年的 1千萬噸提高到 2006年的 1千 5百萬噸，但在輸油

管道方面，俄羅斯僅表示將積極考慮「安大線」(安加爾斯克至大慶)，俄羅斯駐日本大

使甚至向媒體表示，俄國政府已決定按照日本意願，興建「安納線」(安加爾斯克至納霍

德卡)，且日本將協助俄國籌措 150億元的築管費用(中央社，2004.9.25)。對中共而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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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關注焦點在於能源合作，俄羅斯則關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溫家寶此行

結束雙方有關俄羅斯入世的雙邊市場准入談判，同時草簽協定，待普丁 10月訪問

大陸時，兩國將正式簽署俄羅斯入世的有關文件(美國之音，2004.9.25)。 

 
四、溫家寶出席第五屆亞歐會議 
   中共總理溫家寶於 10月 6日前往越南訪問，並出席在河內舉行的第五屆亞歐

會議，除進一步加強與越南及歐洲國家的雙邊關係外，希望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共

的武器禁運。 

 
(一)能源合作為訪越重點 
胡溫上任後即到東亞鄰近國家訪問，且側重於東南亞。去年 4 月溫家寶甫上

任即因 SARS前往泰國出席相關會議；9月前往印尼出席東協 10加 3會議；10月

胡錦濤則藉出席曼谷的 APEC領袖會議，對泰國展開國是訪問(香港經濟日報，2004.10.5)。

溫家寶此行除與越南發表聯合公報外，並簽署經濟技術合作、交通基礎設施、化

肥生產等雙邊合作文件(中央日報，2004.10.8，6 版)。此外，溫家寶訪越主要目的在尋求能

源合作，雙方並討論南沙群島資源開發問題(9 月菲律賓總統訪問大陸時，與中共簽署協議，共同開發

南海石油。法國廣播電臺，2004.10.6)。     

 
(二)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 
近來中共一直努力爭取歐盟解除對中共的武器禁運，但未有突破性進展，中

共外交部部長助理沈國放在溫家寶出訪前的記者會中即表示，溫家寶將再向歐洲

國家領導人提出此一議題(中通社，2004.10.5)。與此同時，美國主管武器政治事宜的副助

理國務卿舒昌前往布魯塞爾，力促歐盟不要解除對中共的武器禁運，這是最近一

個月內，美國第二度派遣官員赴歐會商，可見美方對歐盟可能解除禁售的憂慮(中國

時報，2004.10.8)。據奧地利通訊社 10月 8日報導指出，由於歐盟目前內部意見不一，

11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外長高峰會上，將不會取消對中共的武器禁運(中央日報，

2004.10.10，6 版)。此次亞歐會議主題定為「進一步振興、充實亞歐夥伴關係」，溫家

寶在會上發表「加強對話合作，深化夥伴關係」談話，倡議舉辦「亞歐政黨青年

組織領導人論壇」和「亞歐貿易與投資博覽會」，溫家寶並指出臺海局勢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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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在臺獨，亞歐會議成員國採取「一中」政策，反對臺獨，有利於維護臺海局

勢穩定(中央日報，2004.10.10，6 版)。此次會議通過「主席聲明」、「亞歐會議更緊密經濟

夥伴關係宣言」等文件，並正式接納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歐盟 10 個新成員加入

(中新社，2004.10.5)。 

 

附       表 

重 要 外 交 活 動

時間 2004 派 出 與 邀 進 情 形 

7.5-20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訪問 3國：訪問蘇里南、秘魯、墨西哥。 
7.6-8 副外長喬宗淮訪問非洲：出席在依索比亞舉行的非洲聯盟第三次領袖會議。 
7.7-16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訪問歐洲：訪問荷蘭、冰島、奧地利。 
7.9- 中聯部副部長蔡武訪問印度：印度外長辛格表示，印度政府和國大黨一貫重視同中國發

展友好關係。 
7.11-17 緬甸總理欽紐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溫家寶等，並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等文件。  
7.11-20 中共代表團訪問非洲：由國務委員陳至立率領，此行訪問南非、辛巴威、坦尚尼亞等。

7.12-16 中共監察部代表團訪問 2國：訪問古巴、墨西哥。 
7.17-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訪問伊朗：出席「博鰲亞洲能源論壇」。 
7.20-21 美中第五次軍控、裁軍與防擴散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共副外長張業遂參加開幕式，

美方代表是代理助理國務卿蘇珊·伯克，中方代表為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劉結一。會議討

論的議題主要有：構建中美戰略安全框架、國際防擴散機制面臨的挑戰及應對方略、中

美防擴散合作、未來國際防擴散進程。 
7.24- 美國運輸部長峰田訪問大陸：會見國務院副總理黃菊等。 
7.26-27 副外長戴秉國訪問印度：出席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三次會晤。 
8.1-8 美國參議院代表團訪問大陸：為 7年來正式訪問大陸的美國國會最高級別代表團，成員

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弗瑞斯特等，此行會見吳邦國等，並舉行中共全國人大與美參議

院交流機制建立後的第一次正式會談。 
8.3- 中共代表團訪問亞洲 3國：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何勇率團，此行訪問日本、

馬來西亞和柬埔寨。 
8.7-20 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劉澤彭訪問北歐 3國：此行訪問瑞典、挪威、丹麥。 
8.9 副外長周文重參加三十五屆太平洋島國論壇「會後對話會」：周文重在對話會上宣布，

中方原則同意斐濟、萬那杜、東加、庫克群島等南太平洋島國為中國公民出國旅遊目的

地，將從「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合作基金」再次撥出資金，支持論壇駐華貿易代表處

未來幾年的運作。此外，今年 10月在大陸為南太島國舉辦外交官培訓班。在臺灣問題
上則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8.15- 副外長王毅訪問非洲：訪問埃及、莫三比克、南非等，並出席在南非德班舉行的亞非次

區域組織會議第二屆部長級會議，會議期間與印度、印尼、莫三比克等國外長或代表團

團長舉行會晤，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看法。亞非次區域組織會議成立於 2003年，
中共是該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8.16- 澳洲外長唐納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溫家寶、唐家璇等，在訪問北京期間被問及如兩岸開

打，且美國出兵防衛臺灣，澳洲將如何應對時。唐納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澳洲沒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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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站在美國的同一戰線。 
8.21-26 全國政協副代表團訪問泰國：由政協副主席李兆焯率領。 
8.22- 副外長武大偉訪問南韓：與南韓外交通商部就高句麗歷史問題達成口頭諒解協議。 
8.26-9.10 政協主席賈慶林訪問 4 國：此行訪問南韓、奧地利、西班牙、葡萄牙。 
8.30- 中共代表團訪問古巴、智利：由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率領。 
9.2-4 菲律賓總統艾若育訪問大陸：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洲政黨國際會議，並簽署中菲漁業合

作協議、旅遊合作協議執行計畫等，雙方也同意共同研究南海的石油蘊藏，中國海洋石

油總公司和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於 9月 1日簽署有關協議。 
9.3-5 第三屆亞洲政黨大會在北京舉行：為中共首次主辦高層次國際政黨大會，共有 35國 83

個政黨與會(文匯報，2004.9.3)、 
9.6- 中東問題特使王世傑訪問 3國：此行訪問埃及、黎巴嫩、以色列，就緩和當前中東緊張

局勢，推動和平進程等問題與三方交換意見。 
9.6-14 外長李肇星訪問中東 4國：此行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安曼、埃及等，並出席在埃

及首都開羅召開的「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 
9.10-13 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訪問北韓：此行主要目的是希望說服北韓繼續參加六邊會談。 
9.11-13 日外相川口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唐家旋等，並出席「2004年中國企業峰會」。 
9.13-15 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訪問大陸：訪問期間會見副外長周文重等人，此行目的在討論北韓

核武問題。 
9.20-25 日本眾議院議長河野洋訪問大陸：為 10年來日本眾議院議長首次訪問中國大陸，訪問

期間會晤胡錦濤、溫家寶等。 
9.26-30 外長李肇星訪問美國：出席在紐約舉行的第五十九屆聯合國大會，並與鮑爾就兩岸、北

韓核武等問題進行會談。 
9.26-30 南非副總統雅各布．祖馬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胡錦濤、曾慶紅等。 
10.1- 財政部長金人慶訪問華府：與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同參加七大工業國家財金首長會

議。 
10.2- 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率代表團出訪非洲 3國：此行訪問南非、埃及、阿爾及利亞。 
10.6-9 總理溫家寶訪問越南：訪問越南，並出席在河內舉行的第五屆亞歐會議。 
10.6- 中共代表團出訪歐洲 3國：此行訪問亞塞拜然、克羅埃西亞和羅馬尼亞。 
10.7-21 中央政治局常委吳官正訪問 4國：此行訪問斯里蘭卡、印尼、菲律賓、馬爾地夫。 
10.8- 法國總統席哈克訪問大陸：與胡錦濤等會談，席哈克在會談中表示，反對加劇臺海緊張

局勢和導致臺灣獨立的任何舉動，陪同席哈克訪問大陸的 50名企業界人士預計與大陸
簽訂 60億美元的合約。 

10.8- 統戰部長劉延東出訪非歐 4國：此行訪問埃及、愛沙尼亞、羅馬尼亞等。 
軍事外交 
7.3- 中共軍事代表訪問古巴、委內瑞拉：由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張文臺率領，考察兩國後勤

組織指揮體制、教育訓練、後勤裝備等情況。 
7.5-24 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訪問 3國：訪問俄羅斯、南非、埃及。 
7.12- 北韓國防委員會委員、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金一哲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李繼耐、

吳邦國等。 
7.15- 納米比亞國防部長恩金蒂納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 
7.21-25 美太平洋軍區司令法戈訪問大陸：是包括關島、蒙古和日本在內的例行訪問的一環，此

行與中共軍事將領會談，並參加中國國際戰略研究所舉辦的圓桌討論(自由時報，2004.7.23)。

7.22- 泰國軍隊後勤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總後勤部部長廖錫龍。 
7.26- 「中德兩軍第二輪戰略」在北京舉行：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與德國軍隊副總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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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迪特爾中將進行第二輪戰略磋商。 
8.1- 中共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非洲：此行訪問尚比亞、安哥拉。 
8.6- 中共、巴基斯坦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在新疆塔什庫爾干縣地區舉行，此次演習的目

的是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中巴兩國、兩軍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提高兩軍聯合反恐作戰能

力，遏制和打擊「三股勢力」，擴大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維護地區的安全與

穩定。 
8.11-15 泰國皇家海軍軍艦訪問上海：為泰國海軍軍艦第五次訪問上海。 
8.17-20 加拿大海軍軍艦訪問上海：為加拿大軍艦第四次訪問上海，除中國大陸外，還將訪問日

本、韓國、美國等國。 
8.18- 中共武警代表團訪問羅馬尼亞：由中共武警部隊副政委賈潤興中將率領。 
8.22- 匈牙利國防部政治國務秘書伊芳萬次克訪問大陸：此行會見熊光楷等。 
8.22-28 巴西空軍司令布埃諾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8.22-28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武裝部隊陸軍司令賽義德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8.23- 解放軍第四批中青年軍官進修團訪問日本：獲日本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接見，訪問期間

還參觀日本陸海空自衛隊基地以及防衛設施。 
8.23-29 中共空軍代表團訪問埃及：由解放軍空軍政委鄧昌友中將率領。 
8.26- 澳大利亞國防軍司令科斯格羅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梁光烈等。 
8.27- 中印舉行聯合軍演：為兩國舉行首次聯合山地作戰演習。去年 11 月兩國舉行首次聯合

海軍演習。 
8.30- 立陶宛國防部長林克維丘斯訪問大陸：此行與曹剛川等會談。 
8.30- 突尼斯武裝部隊陸軍參謀長阿馬爾訪問大陸：此行與梁光烈等會談。 
8.31- 印尼空軍司令哈基姆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9.2- 中共軍事代表團出訪 2國：由解放軍總參謀長助理李玉中將率領，此行訪問德國、義大

利。 
9.2- 古巴軍隊友好參觀團訪問大陸：由古巴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西部軍區司令辛特拉上

將率領，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9.5-11 幾內亞比索國防部長丹尼爾訪問大陸：與曹剛川等會談。 
9.8- 哈薩克國防部參謀長委員會副主席阿卜杜勒馬諾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9.12 中共向海地派遣維和部隊：為中共首次派遣維和警察力量執行聯合國的維和任務。中共

自 2000年 1月以來，先後向東帝汶、科索沃、阿富汗派遣民警，惟任務都是屬於民事
任務，這次派遣的維和警察防暴隊任務是平息擾亂、武裝巡視以及對重要地區和重要建

築物進行巡警，包括收繳武器、遣返人員、訓練並且支持當地警察任務等(法國廣播電臺，

2004.9.5)。 
9.20- 澳地利軍隊總參謀長艾爾特訪問大陸：此行會見總參謀長梁光烈等。 
9.21- 埃及武裝部隊總司令坦塔維元帥訪問大陸：此行會見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等。 
9.21- 孟加拉陸軍參謀長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9.22- 英國國防大臣傑夫．胡恩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9.25- 濟南軍區在河南軍演：16國軍方高層應邀現場觀摩。 
10.8- 法國空軍參謀長沃爾辛斯基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資料來源：綜合媒體報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