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近期美、中就北韓核武、兩岸、經貿等問題互動頻繁，胡錦濤可

能 8月訪美。 

█針對 320大選後的兩岸形勢，美方官員密集就兩岸關係發表談話，

在遏阻中共對臺用武的同時，也對臺灣提出警語，並積極敦促兩

岸復談。 

█第三輪六方會談於北京舉行，與前 2 次會談相比，美國與北韓態

度較為緩和，惟仍存分歧。 

█近期中共高層密集訪問歐洲，為中共建政 50年來所罕見，顯示中

共重視發展對歐外交，以抗衡美國的單邊主義。 

 
近期美、中互動頻繁，美國副總統錢尼、商務部長伊凡斯、勞工部長趙小蘭

訪問大陸，就兩岸、北韓核武、經貿及勞工等問題與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中共

副總理吳儀則率團赴美參加第十五屆美中商貿聯委會。此外，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萊斯於 7 月 8 日訪問大陸，外傳胡錦濤可能於 8 月底訪問美國。針對 320 大選後

的兩岸形勢，美方官員密集就兩岸關係發表談話，在遏阻中共對臺用武的同時，

也對臺灣提出如「相信中共不會對臺用武是錯誤認知」、「臺獨將導致毀滅性後

果」、「空白支票」、「美國有限度支持臺灣修憲」等警語，並積極敦促兩岸復

談。此外，針對中共發表 517 聲明，美國敦促中共落實其中建設性內容，對於陳

總統 520 就職演說，美方則表示讚賞並促請兩岸把握機會對話，和平化解爭議。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赴大陸訪問，是自 2000年 5月以來，第三度密訪大陸，此行目

的係修補與中共關係並尋求中共經援。第三輪六方會談於 6 月舉行，與前 2 次會

談不同的是，美方與北韓均未發表措辭強硬的評論，而更願意傾聽對方的建議。

會中各方提出具體方案，使會談步入實質性討論階段，惟美國及北韓在核凍結的

範圍和對應措施等問題仍存在嚴重分歧，美方認為北韓是在採取拖延戰術，絕不

讓會談在 11 月前取得進展，以免為布希大選加分。5 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問歐洲

5國（德國、比利時、義大利、英國、愛爾蘭）、總參謀長梁光烈訪問歐洲 4國（俄羅斯、法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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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訪問歐洲 4國（俄羅斯、保加利亞、丹麥和挪威）、6月胡錦濤出

訪歐亞 4 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烏茲別克），中共高層在 1 個月內密集訪歐，此種外

交安排為中共建政 50年來所罕見，顯示中共重視發展對歐外交，以抗衡美國的單

邊主義。 

 

一、美、中互動頻繁 
美國副總統錢尼、商務部長伊凡斯、勞工部長趙小蘭訪問大陸，就兩岸、北

韓核武、經貿及勞工等問題與中共領導人進行會談，中共副總理吳儀則率團赴美

參加第十五屆美中商貿聯委會。此外，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於 7 月 8 日訪問大

陸；外傳胡錦濤可能於 8 月底訪問美國，如果成行，將是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後

首次美國之行。 
 

（一）美國副總統錢尼訪問大陸 
美國副總統錢尼於 4 月 13 日至 15 日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在錢尼訪大陸前呼

籲美國終止實施臺灣關係法、美大司司長何亞非亦強調目前臺海局勢處於一種非

常敏感、非常特殊的狀態（中央社，2004.4.7），刻意凸顯臺灣問題。在錢尼訪大陸期間，

國臺辦更召開記者會，將我 2006 年制憲公投與 2008 年新憲實施視為「臺獨時間

表」，並宣稱將導致區域危機、破壞區域安全（華夏經緯網，2004.4.14）。據香港明報轉

述北京外交界人士的話說，錢尼訪問大陸時，中共就陳總統推行公投制憲，向錢

尼表達嚴重的關注。據引述，中共領導人提出警告，如果推行臺獨，中共將採取

果斷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屆時兩岸動武將難以避免（聯合報，2004.4.24）。 

錢尼此行在兩岸問題上強調，美國堅持基於美、中 3 個聯合公報的「一中」

政策沒有任何變化，不支持臺獨，也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採取行動，改變臺灣海

峽現狀（聯合報，2004.4.14，13 版）。錢尼同時也表示，美國增加對臺灣防禦性武器的銷售，

是受到中共在臺海對岸增加部署飛彈的影響，為美國首度有高層人士公開指出兩

者的關聯（聯合新聞網，2004.4.15）。錢尼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說回應學生有關對臺軍售的

提問時再次表示，美國對臺政策一貫，臺灣關係法是美國必須遵守的法律，要對

臺灣提供其在必要情況下能夠自衛的能力，適時向臺灣出售軍事裝備（中華日報，

2004.4.16，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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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儀訪問美國 
中共副總理吳儀 4月 19日率團赴美參加第十五屆美中商貿聯委會，美中商貿

聯委會始於 1983年，是美、中之間最高層次的雙邊經貿磋商機制，去年底並由美

國總統布希與溫家寶會晤決定從正部級升格為副總理層級，本屆會議因去年 SARS

影響推遲至今。此次會議討論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貿易及高科技產品政策等問

題，美方表達希望中共繼續履行開放市場的承諾（中央社，2004.4.22），吳儀則在會見美

國務卿鮑爾時表示，中方願繼續擴大從美進口，同時希望美國也能放寬對中方的

高科技出口限制。 

雙方會談成果如下：1.雙方同意在聯委會框架內，成立 6個工作小組，分別研

究大陸市場、農產品檢驗檢疫、紡織品、智慧財產權等問題。2.簽訂 8項涉及農產

品檢驗檢疫、食品安全、保護消費者安全、醫療保健、中小企業合作及促進中、

美展覽業交流與合作等協議和備忘錄（本會資料）。此外，近期美國經貿部門先後針

對大陸成立特別機構、派駐特使，貿易代表署 4月 14日將大陸從東北亞事務局獨

立出來，成立中國事務局，專責處理大陸經貿事務（經濟日報，2004.4.16，9 版），財政部

則任命亞洲開發銀行美國執行董事佩爾茲出任第一位美國財政部駐北京經濟兼金

融特使，協助中美 2國雙邊貿易，特別是外匯政策。 

 

（三）美國商務部長、勞工部長訪問大陸 
美國商務部長伊凡斯及勞工部長趙小蘭於 6月 19日訪問大陸，此行促請中共

採行自由放任的作法，以加速邁向市場經濟，並希望中共改善勞工工作環境（中央社，

2004.6.29）。伊凡斯與吳儀等經貿官員會面時，向中方提出貿易逆差、智慧財產權等

問題，並敦促中共深化市場改革措施（中央日報，2004.6.24，6 版）。伊凡斯並指出，中國

必須解除讓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限制，才能獲得美國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的體制（自

由時報，2004.6.24，27 版）。此外，以趙小蘭為首的勞工部訪問團，有 4 位助理勞工部長

隨團，規模前所未見（The Washington post，2004.6.24），此行捐贈 410萬美元，協助大陸推

行法治專案，並簽署勞工領域的合作文件（文匯報，2004.6.25）。 
 

二、美國敦促兩岸復談 
近期美方官員密集就兩岸關係發表談話，在遏阻中共對臺用武的同時，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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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提出如「相信中共不會對臺用武是錯誤認知」、「臺獨將導致毀滅性後果」、

「空白支票」、「美國有限度支持臺灣修憲」等警語，並積極敦促兩岸復談。此

外，針對中共發表 517 聲明，美國敦促中共落實其中的建設性內容，對於陳總統

520就職演說，美方則表示讚賞並促請兩岸把握機會對話，和平化解爭議。 

 

（一）美方官員密集就兩岸關係發表談話 
在副總統錢尼訪問大陸後，美助理國務卿凱利（4 月 21 日）、助理國防部長羅德

曼（4 月 21 日）、副助理國務卿戴利（4 月 22 日）、在臺協會副處長葛天豪（4 月 26 日）、在

臺協會處長包道格（5 月 4 日）等就兩岸關係密集發表談話，談話重點包括：●美國仍

然信守根據 3 項公報和臺灣關係法所制訂「一中」政策。臺灣關係法規定美國政

府要做到兩件事，一是協助臺灣進行防衛，二是美國必須維持實力，在臺灣遭遇

武力攻擊時足以對抗。過去 10年來臺灣演進成真正的多黨制民主，證明美國對臺

灣國防承諾的重要性，也加強了美國協助臺灣民主成長和發展的決心。●美國不

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一些會改變我們所定義的「現狀」的片面行動。對北京

而言，這表示不得對臺灣動武或威脅對臺灣動武。對臺北而言，這表示在處理所

有兩岸關係問題時必須謹言慎行。對兩岸而言，這表示不得發表任何聲明或採取

任何行動片面改變臺灣地位。但如果海峽兩岸雙方都同意而且是和平進行的情況

下，美國並不反對改變現狀。●呼籲兩岸透過任何可資運用的管道，在不預設任

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儘速恢復對話。在目前沒有政治對話的情況下，敦促雙方

增加雙邊交流。推動直航對雙方而言都有經濟利益，增進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接觸，

或許也有助於緩和緊張氣氛。雙方可以開始推動建立互信的措施，降低因為軍事

誤算而爆發事故的機率，提升一旦爆發危機雙方溝通的品質。臺灣擔心直接「三

通」會導致臺灣經濟體加速「空洞化」，製造失業問題。臺灣這些顧慮當然不能

排除，但應從全球互賴的角度考量。 

 

（二）美促中共落實 517聲明中之建設性內容 
中共中臺辦、國臺辦 5月 17日凌晨以獲中共中央授權名義發表對當前兩岸關

係問題的聲明，聲明中強調中國政府不會容忍臺灣獨立，沒有任何事情比捍衛自

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更為重要、更加神聖，同時指出只要臺灣承認世界上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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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摒棄臺獨主張，停止臺獨活動，兩岸關係即

可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光明前景，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妥善解決臺灣在國際

上的活動空間問題等（中華日報，2004.5.17，1 版）。美國務院發言人艾瑞里 5月 17日指出，

中共就兩岸關係所發表的最新聲明中，語帶威脅的部分並無助益，希望北京能專

注在落實其中的建設性內容。艾瑞里透露，大陸當局發表聲明之前，曾就聲明內

容知會美駐北京大使雷德（中央日報，2004.5.18，3 版）。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 6 月 2 日在

眾院亞太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 5月 17日發表

的對臺聲明，充滿對臺灣領導人的批評，但其中有些可供雙方努力之處，以達到

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包括兩岸建立互信機制的構想。此外，美國鼓勵中國跟臺

灣進行對話，但不歡迎中國以武力威脅臺灣和發展軍力以落實這項威脅（中央社，

2004.6.2），而美國自 6月起舉行夏季脈動 2004軍演（Operation Summer Pulse 04），史無前例

安排 7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在近中國大陸水域進行演習（The Straits Times，2004.6.30），不無

向中共示警的意味（中國時報，2004.6.8，A4 版）。 

 

（三）美方肯定陳總統 520就職演說 
美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在 5月 20日的例行記者會中指出，美國歡迎陳總統在

就職演說中表達的建設性訊息。陳總統承諾在憲政改革中不會觸及主權、領土、

國家名稱等議題，美國對此表示讚賞。美國促請兩岸把握此一機會對話，和平化

解爭議（中國時報，2004.5.21）。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 5月 23日表示，臺

灣若不認真看待中國的武力，是不負責的作法，期望臺灣勿將美國的支持當成空

白支票而抗拒與中國對話，同時也贊許陳總統的就職演說負責任、有建設性、具

政治家風範，美國相信陳總統的說法（聯合報，2004.5.24）。美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薛瑞

福 5月 28日接受鳳凰衛視專訪時表示，陳總統的演說是建設性的，也讓情況往好

的方向發展（鳳凰網，2004.5.29）。5月 27日美國國務院主動宣布，除了繼續協助臺灣以

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外，並將推動美洲國家組織（OAS）接受臺灣為永久觀

察員（OAS 常設理事會 5 月 26 日通過決議案，同意中共成為 OAS 常任觀察員）（中央社，2004.5.31）。此外，美、

臺軍事合作持續提升，對於北京強烈抗議美、臺間大規模的軍售計畫，鮑爾重申

「一中」政策與臺灣關係法（中國時報，200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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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正日訪問大陸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 4月 19日至 21日赴大陸訪問，是自 2000年 5月以來，第

三度密訪大陸，由此可見中共在協調北韓核武危機中居關鍵角色（Financial Times，

2004.4.19）。金正日此行目的係修補與中共關係並尋求中共經援，訪問期間除與胡錦

濤、江澤民、溫家寶、曾慶紅等會晤外，並前往大連、上海等地參訪與經濟改革

相關之企業（中央社，2004.4.20）。 

 
（一）中共力勸北韓改變對美強硬態度 

在金正日抵達北京之前，美國副總統錢尼甫結束在大陸訪問行程，分析家認

為錢尼可能敦促中共在核武問題上迫使北韓就範（Strategic Forecasting，2004.4.19）。金正日

此行與江澤民會談時表示，對於美國可能對北韓採取空襲攻擊深表擔憂，堅決表

明將全力推動自主國防的決心，並要求與中國加強雙方軍事交流（中央社，2004.4.20）。

江澤民則表示，美國攻擊北韓的可能性相當低，請金正日不必擔心美國的侵略，

中共並同意再提供平壤經濟援助，早在 2004年 2月六邊會談前，北京已提供 5千

萬美元的重燃油和承諾建造玻璃工廠，此次金正日隨行人員即負有觀摩玻璃工廠

之任務（http://www.nautilus.org/fora/security/0421_ChulKoh.html）。金正日並向中共承諾北韓將「耐

心和靈活」地對待今後的談判，平壤願意放棄核計畫，但條件是華府放棄對平壤

的敵對立場。 

 

（二）北韓持續關注經改問題 
除核武問題外，金正日持續關注經改問題。3年前金正日訪問上海時，曾考察

尖端資訊園區和證券交易所等被視為中共資本主義體制的象徵。此次金正日參訪

中共「新農村示範區」－北京房山區韓河村及有北京矽谷之稱的中關村，再次確

認他決心實行具有北韓特色的改革開放，溫家寶並建議金正日，倘北韓希望實行

改革開放，在以中國為學習榜樣的同時，必須親自訪問南韓，以實地觀摩瞭解資

本主義（中央社，2004.4.20）。 

 
四、第三輪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 

自去年起 6 國就北韓核武問題會談，今年 6 月舉行第三輪會談，與前兩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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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明顯不同的是，美方與北韓均未發表措辭強硬的評論，而更願意傾聽對方的建

議（中央社，2004.6.25）。會中各方提出具體方案，使會談步入實質性討論階段，惟美國

及北韓在核凍結的範圍和對應措施等問題仍存在嚴重分歧，美方認為北韓是在採

取拖延戰術，絕不讓會談在 11月前取得進展，以免為布希大選加分。 

 
（一）美國持續敦促中共在北韓核武問題發揮影響力 

錢尼 4 月訪問大陸時曾表達希望北京對平壤採取更主動態度的立場，並強調

北韓核武問題的解決「十分緊迫」，如果再持續拖延下去，可能會造成周邊國家

無可避免的陷入一場核競賽中（中央社，2004.4.19）。錢尼並表示，據平壤核武計畫的新

證據（巴基斯坦核彈之父不僅將關鍵的濃縮鈾設備賣給北韓，且聲稱他本人 5 年前在北韓看到 3 枚核彈頭。如果這些情

報屬實，北韓核武計劃的規模和進度都已大大超過美國情報機構的估計)，時間不必然在我們這邊（CNN，

2004.4.22），惟中共認為如果北韓的確曾發展鈾計畫，就應把這方面的議題列入六方

會談，但美國必須提出更多的證據證明此事（中國時報，2004.6.10，A11 版）。此外，美中

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 6月 16日提交國會報告中指出，中共沒有利用對北韓的政

治和經濟影響力使北韓同意 CVID（以徹底的【complete】、可以驗證的【verifiable】、不可逆轉的

【irreversible】、放棄【dismantlement】核武研發計畫）的目標（中新網，2004.6.18）。中共副外長王毅則

在 6月 26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的作用就是勸和促談，中國

迄今主要發揮了 3 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總體目標、方向和

途徑，得到其它 5 方及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二是推動形成三方及六方會談的框

架，現在已成為一個持續的進程；三是發揮東道主的斡旋和調停作用，得到各方

的肯定（新華社，2004.5.26）。惟在幕後運作的俄羅斯近來亦採取積極態度，除外長拉夫

諾夫訪問兩韓外，普亭 7 月出席在日本沖繩舉行的 8 國峰會時將訪問北韓，安排

在海參威舉行南北韓高峰會，該峰會如順利舉行，將可能使六方會談黯然失色（自

由時報，2004.7.6，15 版；德國之聲，2004.7.6）。 

 

（二）美國與北韓提出具體方案 
此次會談美國和北韓首次分別就徹底解決核武問題提出具體方案，美國提出

的方案係仿效利比亞去年承諾撤除核武的先例，一旦金正日承諾撤除鈽元素及鈾

元素的核武發展計畫（在 3 個月內拆除及封閉核子設施），美國將把北韓從支持恐怖分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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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單中剔除，立即恢復燃料援助，提供暫時性的安全保證，並展開有關解除經

濟制裁的雙邊談判（自由時報，2004.6.24，6 版）。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伊拉克問題使布希

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談判的態度有所改變，朝向「積極談判、良性互動」的方向，

以免影響布希連任（中新社，2004.6.25；中央社，2004.6.30）。北韓則提出「凍結換補償」的方

案，主張分階段廢除核子武器，先凍結核武，接受檢查，但前提是美方必須為北

韓凍結核武做出補償。美國認為北韓是在採取拖延戰術，絕不讓會談在 11月前取

得進展，以免為布希大選加分（中央社，2004.6.30）。此次會談結束後發表主席聲明，各

方同意在 2004年 9月在北京舉行第四輪六方會談，具體時間將根據工作組會議的

進展，透過外交管道商定（新華社，2004.5.26）。 

 

五、溫家寶訪問歐洲 
中共總理溫家寶 5月 2日出訪歐洲，此行訪問德國、比利時、義大利、英國、

愛爾蘭及歐盟總部。這是溫家寶擔任中共總理後首次訪問歐洲，並在歐盟擴大為

25 個成員國後第二天即訪問歐洲。溫家寶此行目的在強化與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期望歐洲在世界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以抗衡美國單極主導地位。此外，溫

家寶試圖說服歐盟取消對中共的武器禁運並給予中共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惟未獲

具體成效。溫家寶訪問期間除透過與各國發表聯合聲明凸顯「一中」原則外，更

利用龐大的經濟利益誘因，迫使歐盟受制中共的「一中」政策。溫家寶在倫敦會

見華僑時對僑領提出制定統一法的建議表示肯定，並稱非常重要，將會認真考慮，

這是中共高層首度正面回應制訂統一法。 

 

（一）強化與歐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歐盟東擴後，人口達 4.5億，極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共認

為歐盟東擴對於抑制單邊主義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溫家寶選擇在歐盟東擴時機

出訪歐洲，一方面希望與歐盟建立更緊密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同時表達「中國

支持歐盟一體化的進程，願意看到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的

立場，充分表現中共積極推動世界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企圖，而胡溫在半年內接連

訪歐（胡錦濤今年元月訪法），顯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更加重視對歐關係，並進一步平衡

中、美、歐 3方關係，從中謀取最大利益（中央社，20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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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此行加強與受訪國的政治關係，除與德國建立年度會晤機制和「中德

對話論壇」機制、與愛爾蘭建立雙邊政治對話磋商機制外，並與義大利成立「政

府委員會」，統籌協調 2 國各部門、各領域的合作。中、英關係被提升為「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雙方並決定將 2 國政府領導人和外長互訪機制化，布萊爾將於

明年再次訪大陸，作為啟動雙邊會晤機制的開始（新華社，2004.5.12；聯合報，2004.5.12）。 

 

（二）力促歐盟取消對中共武器禁運 
遊說歐盟取消對中共售武禁令為溫家寶此行最重要的使命，歐盟外長會議 4

月 26日於盧森堡舉行時，歐盟官員在會中已指出，歐盟距做出解除對中共武器禁

運的決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溫家寶此行，除獲得德國在聯合聲明中表示支

持外，其他國家並未針對此議題明確表態（聯合報，2004.5.12，13 版），歐盟主席普羅迪更

向溫家寶表明歐盟不準備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的立場（美國之音，2004.5.11）。 

一般預料「新歐洲」國家立場親美，只要美國持續外交壓力，在下一屆荷蘭

輪值主席國期間，禁令應不會通過（中央社，2004.5.7）。分析家認為，中共之所以敦促

歐盟解除武器禁運，也是希望藉此促使美軍火商向美方施壓，最終使美方解除對

中共出口高科技產品及武器的禁令（The Straits Times，2004.5.20）。 

 
（三）爭取歐盟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2003年中國大陸與原歐盟 15國的貿易額為 1,350億歐元，僅次於美國的 3,360

億歐元，竄升為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若再加上新加入歐盟的 10個國家，歐盟將

是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歐盟東擴也為大陸產品出口歐洲拓展更大的市場（香港商

報，2004.5.3）。從戰略觀點來看，中共擴大與歐盟的經濟關係，亦可以降低中共對美

國市場的依賴（The Straits times，2004.5.20）。 

由於歐盟仍未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中國公司在歐洲受到反傾銷訴訟的時候

處於不利的地位（美國之音，2004.5.11），溫家寶多次呼籲歐盟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惟歐盟發言人岡薩雷斯 6月 28日表示，執委會調查後發現，中國經濟仍受到政府

操控，因此拒絕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經濟日報，2004.6.29，9 版）。目前，紐西蘭、新

加坡、馬來西亞、南非、多哥和貝寧等國已經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巴西總統最

近也表示支持給予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惟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歐盟和美國，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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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四）凸顯「一中」原則，打壓臺灣外交空間 
溫家寶訪問德國波茨坦會議紀念館時指出，波茨坦會議具有重要的歷史意

義，確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聯合報，2004.5.4）。此外，在訪問期間除透過與各國發

表聯合聲明凸顯「一中」原則外，更利用龐大的經濟利益誘因，迫使歐盟受制中

共的「一中」政策。 

負責溝通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議案的愛爾蘭外交部官員即透露，關

於臺灣進入世衛的考量，將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準，歐盟將從外交角度處理臺

灣參與世衛的議案（中央社，2004.5.11）。歐盟雖對我加入WHA案投下反對票，但發表

聲明指出，歐盟除歡迎世界衛生組織（WHO）去年派遣專家赴臺灣進行 SARS相關工

作，並盼WHO繼續強化及深化此類合作，以達到全球防疫的共同目標。歐盟也支

持WHO允許臺灣專家參與相關技術會議及工作小組會議（聯合報，2004.5.19）。 

 

（五）溫家寶首度正面回應制定統一法 
溫家寶在倫敦會見華僑時對僑領提出制定統一法的建議表示肯定，並稱非常

重要，將會認真考慮。這是中共高層首度正面回應制訂統一法，以強制性的法律

推動兩岸統一（聯合報，2004.5.11，A1 版）。北京對臺智庫人士指出，由於新華社並未刊

出溫家寶此段談話，因此溫家寶的講話仍屬於對華僑建議的口頭回應，非官方正

式立場，溫家寶的目的是要表達中共高層對當前臺海情勢關切程度的提高，藉此

穩定臺海局勢（中國時報，2004.5.12）。 

據媒體報導，中共對臺領導小組下的法律及戰略專家已於 1 年多前著手制定

統一法（CNN，2004.5.20），鳳凰週刊亦批露 2002年底大陸學者余元洲已草擬「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統一促進法」（鳳凰網，2004.5.17）。至於中共官方則未有一致說法，中共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信春鷹透露，人大正積極研究是否制定統一法，該法除

適用臺灣、也適用於港澳；惟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表示，人大仍未正式討論制定

統一法的問題，也沒有立法時間表（聯合報，2004.5.22，A13）。由於制定統一法牽涉極廣，

中共高層還在審慎評估中，目前傾向靜觀其變，暫時不要採取激烈的方式，以免

引起美國和臺灣不必要的反彈（中國時報，200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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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胡錦濤訪問歐亞 

胡錦濤於 6月 8日至 18日訪問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烏茲別克，期間出

席在塔什干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一）深化與歐亞國家關係 
自美國展開反恐戰爭後增強在東歐的影響力，且東歐於 5 月 1 日加入歐盟，

重要性大增，胡錦濤此行積極爭取東歐 3國的支持（波蘭、匈牙利已加入歐盟，羅馬尼亞擬於 2007

年加入歐盟。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4.5.6）。在受訪國中，匈牙利、波蘭是中共在中東歐

地區的第一、第二大貿易夥伴（新華社，2004.6.8），胡錦濤著重於經貿合作，除與波蘭

簽署經濟合作協定、銅礦開發合作框架協議外，並與羅馬尼亞簽署旅遊、運輸、

經濟和文化等協議。近來中亞國家在中共外交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大

陸對能源的依賴越來越重，中共把擁有豐富資源的中亞國家當成重要的能源來源

地，此次胡錦濤訪問烏茲別克，簽署一系列關於石油、天然氣開發等合作協議，

中方並承諾向烏茲別克提供 240萬美元的無償援助及 2千 4百萬美元的低息貸款（法

國廣播電臺，2004.6.16）。 

 

（二）持續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化 
繼今年 1 月在北京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後，此次峰會正式宣布啟動在塔

什干設立的反恐中心，這 2 個常設機構的啟動，意謂上海合作組織已結束初創時

期，進入務實合作的新階段。此外，會議中簽署打擊毒品走私合作協定，並批准

「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條例」，為該組織的對外交往開闢新的空間（新華社，2004.6.1）。

胡錦濤在會上宣布將向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提供 9 億美元的貸

款，用於推動經濟發展（越南廣播電臺，2004.6.18）。俄國總統普亭則公開表示莫斯科會運

用各種機會來施展自己的影響力，尤其是利用經濟誘因，諸如提供經濟援助、給

予其他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低成本的能源（Asian Times，2004.6.18）。胡錦濤也利用出席

峰會時與俄羅斯總統普亭會談，就加強 2 國經貿合作提出建議，未來雙方領導人

會晤頻繁，除普亭 10月訪問大陸外，11月在智利舉行的 APEC峰會，雙方可望將

再度會面（俄羅斯之聲，2004.6.14）。 
 

 76



附    表 
重  要  外  交  活  動 

時間 2004 派出與邀進情形 

4.13- 美國副總統錢尼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胡錦濤、曾慶紅、溫家寶、江澤民等，就伊拉克、
北韓核武、兩岸等問題進行會談，並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說。 

4.13- 對外聯絡部副部長蔡武訪問 2國：此行訪問墨西哥、烏拉圭。 
4.13-16 歐盟歐洲委員會主席普羅迪訪問大陸：此行與溫家寶、胡錦濤等會談。 
4.16-22 捷克總統克勞斯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公安部部長周永康。 

4.16- 
李肇星出訪歐洲 4國並出席第六屆亞歐外長會議和上海合作組織外長例會：此行訪問瑞
典、愛爾蘭、芬蘭、俄羅斯，並出席 4月 17日至 18日在都柏林舉行的第六屆亞歐外長
會議和 4月 23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外長例會。 

4.17-27 回良玉訪問南美洲 3國：此行訪問巴西、智利、哥倫比亞。 
4.18- 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日、韓：由中央委員、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郭金龍為團長。 

4.19-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訪問大陸：與胡錦濤、江澤民、溫家寶等會談，討論北韓核武及經濟
問題。 

4.19-21 美國聯邦調查局長羅伯．米勒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公安部長周永康等。 

4.19-20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李鍾郁訪問大陸：此行與胡錦濤、溫家寶等會談，胡錦濤表示，願
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海峽兩岸醫藥衛生交流，幫助臺灣衛生
專家參與國際衛生領域活動。溫家寶表示，「中國中央政府」始終關心臺灣人民健康福
祉，積極採取措施推動兩岸醫療衛生領域的交流，歡迎臺灣專家參加「中國衛生代表團」
出席世界衛生大會（聯合報，2004.4.21，13 版）。 

4.21-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訪問美國：出席第十五屆中美商貿聯委會議，與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
和商務部長伊凡斯會面，係根據中共總理溫家寶 2003年 11月訪美期間提出的建議提高
美中商貿聯委會的級別以來召開的第一次會議，隨行團員包括新任商務部長薄熙來、中
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 

4.23-25 中共第三屆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於海南舉行：胡錦濤應邀出席並發表演講。 
4.25- 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樂泉訪問俄羅斯、馬爾他 2國。 
4.29- 中共朝鮮半島大使寧賦魁訪問南韓、美國：研討第三輪六方會談工作小組會議。 
5.2-13 溫家寶訪問歐洲：此行訪問德國、比利時、歐盟總部、義大利、英國和愛爾蘭。 
5.10- 中聯部部長王家瑞訪問葡萄牙、古巴、牙買加 3國。 
5.10- 重慶市委書記黃鎮東訪問西亞 3國：此行訪問敘利亞、黎巴嫩、葉門。 

5.10-11 美財政副部長泰勒訪問大陸：會談的主要議題包括 2國經濟關係，中國的財政和銀行系
統改革，以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問題。 

5.12-13 
六方會談工作組首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大使寧賦魁率團出席並
主持此次會議。其他 5方的代表包括美國國務院朝鮮問題特使狄長禮和朝鮮外務省美國
局副局長李根等人，會議目標是為今年 6月底舉行的第三輪六方會談作計劃準備。 

5.12-17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訪問大陸：訪問期間與吳儀共同主持中新雙邊合作聯委會首次會議
和蘇州工業園區中新聯合協調理事會第七次會議。 

5.13- 北京市委副書記陽安江訪問中南美洲 3國：此行訪問秘魯、哥倫比亞和古巴。 

5.14-25 中共全國政協、中共經社研究代表團訪問歐洲 3國：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忠禹率團，訪
問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法國。 

5.15- 中共政協外事委員會代表團訪大洋洲 4國：此行訪問澳大利亞、諾魯、斐濟和薩摩亞 4
國。 

5.16- 中共代表團訪問歐洲 3國：由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率領，訪問法、德、義 3國。 
5.20-24 越南總理潘文凱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賈慶林等。 

5.22-6.4 吳邦國出訪歐洲 4國：此行訪問俄羅斯、保加利亞、丹麥和挪威，並參加在莫斯科舉行
的中俄邊境和地區合作論壇。 

5.24-26 美副貿易代表喬塞特．辛納訪問大陸：對中共副總理吳儀上月訪美的回訪。 

5.30-6.2 波灣 6國部長訪問大陸：訪問期間與中共簽署協議，促進波灣阿拉伯國家與中共貿易關
係的發展，並最終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5.31- 商務部長薄熙來訪問南美洲：此行訪問阿根廷、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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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中東問題特使王世傑訪問中東地區 3國：訪問巴勒斯坦、約旦、敘利亞，就緩和當前中
東緊張局勢，推動和平進程等問題與 3方交換意見。 

6.4- 全國政協代表團訪問 4國：此行訪問摩爾多瓦、敘利亞、衣索比亞、尚比亞，由全國政
協副主席李蒙率領。 

6.6- 李鐵映訪問亞洲 3國：此行訪問巴基斯坦、馬爾地夫、泰國。 
6.7-19 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訪問歐洲 3國：此行訪問法國、瑞士和克羅埃西亞。 
6.8-18 胡錦濤訪問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烏茲別克 4國，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6.8- 美國海岸警衛隊司令科林斯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國務委員周永康等，就加強海上執法合
作等問題交換意見。 

6.7- 

中美舉行第四次反恐磋商：在華府舉行，由中共外交部國際司司長李保東和美國國務院
反恐事務協調員布萊克大使主持，就國際和地區反恐合作等問題廣泛交換看法。2001
年 10月，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在上海舉行非正式會議期間，中美 2國元首宣布建立中
美中長期反恐交流與合作機制。此次磋商是該機制建立後的第四次，第一次和第三次中
美反恐磋商在北京舉行，第二次磋商在華盛頓舉行。 

6.15- 
中共和加勒比國家外交部間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在安地卡和巴布達首都聖約翰舉行，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周文重和有關國家外交部的代表與會，雙方同意下次磋商會議於
2006年在北京舉行，周文重隨後並訪問多米尼克、巴拿馬。 

6.19-24 

美商務部長伊凡斯及勞工部長趙小蘭訪問大陸：此行主要目的是落實今年 4月在華盛頓
舉行的中、美第十五屆商貿聯委會所達成的一系列共識。伊凡斯與中共商務部長薄熙來
會談時提出貿易逆差、智慧財產權、貿易結構等問題，中方則提出紡織品、家具、出口
管制及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中央日報，2004.6.24，6 版）。 

6.20-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訪問哈薩克、烏克蘭、希臘和法國 4國。 

6.20-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訪問非洲：此行訪問突尼斯、多哥、貝寧和南非 4國。訪問期間，和
南非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並和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宣布啟動自由貿易機制的談判，南
非、多哥和貝寧宣布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曾慶紅也和各國簽署 27個互利合作的協
議，隨行的 9大企業也簽署 7個合作協議，其中包括鉻礦的開發和對中國能源戰略具有
重要意議的「煤液化」技術，將能緩解中國未來的油源短缺問題（新加坡國際廣播電臺，

2004.7.6）。 

6.21-24 美勞工部長趙小蘭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黃菊等，目的在敦促大陸改善當地勞工條件，為
16年來首度有美勞工部長訪問大陸。 

6.21-22 

亞洲合作對話（ACD）第三次外長會議於青島舉行：由中共外長李肇星主持會議，會議
期間舉行中國與東協外長非正式會議和首次中、日、韓 3方委員會議。亞洲合作對話是
目前惟一面向整個亞洲的官方對話與合作機制，於 2002年 6月成立。本次外長會議審
議 2年來亞洲合作對話框架下各領域合作進展情況，探討亞洲合作對話的發展方向，並
就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會議發表 2份重要文件，一是亞洲宣言，確定 ACD成員
進一步加強合作的領域和重點；一是青島倡議，各方表達發展能源合作的意願。 

6.22-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訪問大陸：是中、敘 2國 1956年建立外交關係之後，敘利
亞總統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此行雙方簽署一系列協議，主要涉及經貿、衛生、廣電等
領域的合作。 

6.23-25 越南外交部長阮頤年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李肇星等。 

6.23-26 
第三輪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談深入討論 2項主題：一是如何實現無核化，包括
棄核的範圍、方式，以及解決各方的關切；第二是如何邁出無核化進程的第一步，包括
實施核凍結，以及其他方採取相應的措施。 

6.30-7.1 

中共與南方共同市場舉行第五次對話：由南方共同市場輪值主席國阿根廷外交部國際貿
易國務秘書雷德拉多率領，雙方決定正式啟動中國南方共同市場對話聯絡小組，並就簽
署中南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交換意見。南方共同市場成立於 1991年，成員包括阿根
廷、巴西、烏拉圭和巴拉圭。中國與南方共同市場於 1997年建立對話關係。 

7.1- 
中、俄舉行戰略穩定磋商：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與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基斯利亞克
在北京舉行戰略穩定磋商。雙方就當前國際安全形勢、多邊軍控和防擴散等問題深入交
換意見。 

7.1-2 李肇星訪問印尼：出席東協 10＋3外長會議、東協與對話夥伴國會議和第十一屆東協地
區論壇外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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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財政大臣及秘書長聯合訪問大陸：6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
會成員國的財政大臣及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秘書長阿蒂亞聯合訪華。 

7.5-20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蔣正華出訪拉美 3國：此行訪問蘇利南、秘魯、墨西哥。 

7.8-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訪問大陸：行前訪問日本、南韓，此行與中共領導人討論北韓核
武、伊拉克、兩岸等問題（中國時報，2004.7.5，14 版）。 

軍事外交 

4.11- 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徐才厚訪問墨西哥、古巴：陪同徐才厚訪問的有海軍政委胡彥
林、空軍政治部主任孫俊哲、北京軍區參謀長常萬全和國防部外辦主任張邦棟等。 

4.14- 挪威國防大臣訪問大陸：與曹剛川等進行會談。 
4.19- 芬蘭國防軍司令約尼．卡斯凱亞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梁光烈等。 
4.19-23 共軍代表團訪問敘利亞：由濟南軍區政委劉冬冬中將率領。 

4.20-23 俄羅斯國防部長伊凡諾夫訪問大陸：為伊凡諾夫第三次訪華，此行會見江澤民、曹剛川、
郭伯雄等。 

4.26- 哈薩克斯坦國防部長阿爾騰巴耶夫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曹剛川等。 
4.26- 熊光楷訪問蒙古：此行參加蒙、中首次防務安全磋商。 
4.26- 日本航空自衛隊參謀長津曲義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5.10- 坦尚尼亞國防軍參謀長加胡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5.12- 共軍總參謀長梁光烈訪問歐洲 4國：此行訪問俄羅斯、法國、英國和羅馬尼亞。 
5.18- 巴基斯坦海軍參謀長沙希德．卡裡穆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李繼耐等。 

5.23-6.2 中共海事巡視船訪問日本：參加日本海上保安廳舉行的「檢閱式及綜合訓練」聯合演習，
為中共海事巡視船首次出訪日本。 

5.25- 智利國防部長巴切萊特訪問大陸：此行會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國防部長曹剛
川等。 

5.25- 柬埔寨皇家軍友好參觀團訪問大陸：由柬埔寨國防部後勤與財務總局局長蒙索潘率領，
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5.26- 泰國陸軍顧問團主席威奇．雅提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5.31- 羅馬尼亞軍隊國際關係代表團訪問大陸：由羅馬尼亞國防部國務秘書兼總軍械部部長馬
塔凱率領，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6.7- 克羅埃西亞軍隊副總參謀長巴瑞奇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梁光烈等。 
6.7- 希臘空軍參謀長帕帕尼科拉烏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等。 

6.8- 

英國皇家海軍艦訪問上海：與解放軍艦隊進行聯合演習，其中包括搜索及救援的演習，
中共將首次邀請美、法、德等 15 國海軍武官觀摩這次演習。2003 年 10 月中共和巴基
斯坦舉行海上搜救演習，成為中國海軍與外國海軍舉行的首次聯合演習，同年 11月中、
印 2 國舉行首次海上聯合演習，2004 年 3 月中、法舉行聯合軍演，是中國與西方大國
舉行的首次軍演（中央社，2004.6.17）。 

6.10- 寮國人民軍政治總局主任佔沙蒙．佔雅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徐才厚等。 
6.14- 尼泊爾軍隊參謀長塔帕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梁光烈等。 
6.20-26 尼日利亞國防部長寬庫瓦索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曹剛川、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等。 
6.27- 共軍總參謀長助理李玉率團訪問北韓：此行與北韓簽署人民武裝力量邊防合作協議。

6.28-7.2 智利海軍「埃斯梅拉達」號訓練艦訪問上海：此為「埃斯梅拉達」號第六次訪問上海，
該艦是訪問上海次數最多的外國軍艦。 

7.5- 中共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訪問俄羅斯、埃及、南非 3國。 
7.6- 共軍副總參謀長葛振峰訪問挪威、葡萄牙 2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