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外交 
鄭偉靜 

 

█布江第二次會晤確立美「中」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合作面向，胡錦

濤、江澤民將陸續訪美。 

█近期美「中」關係因人權、貿易、兩岸等問題摩擦不斷，中共對

美臺關係強化升高外交抗議、取消軍艦互訪及美艦訪港，並增加

對臺飛彈部署，胡錦濤訪美仍按計畫進行。 

█中共持續鞏固周邊，除朱鎔基訪問孟加拉、印度外，江澤民訪問

越南。中共並改善與日本的關係，積極參與阿富汗的重建工作。 

█中共加強與中東國家關係，重申對反恐、以巴問題的立場並力促

伊拉克與聯合國合作。  

 

 

近期美「中」互動頻繁，中共「國臺辦」副主任周明偉、「外交部」副部長李

肇星陸續訪美，布希則於 2月 21日、22日訪問中國大陸。布希此行與江澤民確立

美「中」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合作面向，但雙方在人權、兩岸等分歧未有實質進展，

布希強調臺灣關係法及兩岸問題和平解決，並敦促兩岸不挑釁。中共對於美臺關

係的強化升高外交抗議、取消軍艦互訪及美艦訪港，並增加對臺飛彈部署，胡錦

濤訪美則仍按計畫進行。美國在中亞駐軍，與菲律賓、印度等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對中共周邊安全造成壓力。中共持續鞏固周邊，除朱鎔基訪問孟加拉、印度、江

澤民訪問越南外，並積極參與阿富汗援助與重建的工作。此外，日「中」關係在

歷經去年的低潮後，隨著雙方建交卅周年相關慶祝活動的舉行，日「中」交流逐

漸升溫，高層互訪頻繁。近期中共加強中東外交，除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埃及總

統穆巴拉克相繼訪問大陸外，為協調日益緊張的以巴情勢，以色列外長裴瑞斯於 3

月 24 日訪問大陸。此外，被布希列為邪惡軸心的伊拉克、伊朗也與中共互動密切，

除伊拉克副總理阿濟茲訪問大陸外，「國務委員」吳儀於 3月訪問伊朗等 6國，江

澤民亦預定 4月前往伊朗等 5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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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中」互動頻繁，但摩擦不斷 
近期美「中」互動頻繁，中共「國臺辦」副主任周明偉、「外交部」副部長李

肇星陸續訪美，為布希訪問大陸作準備。布希則於 2月 21日、22日訪問中國大陸

(正逢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30週年，也是 4個月內兩度訪問大陸)，布希此行與江澤民確立美「中」建設

性合作關係的合作面向，但雙方在人權、兩岸等分歧未有實質進展。在防止武器

擴散議題上，美「中」於 3月初進行談判，由於中共願意認真處理武器擴散問題，

雙方可能在 4月中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美，或等到江澤民 10月訪美時達成

防止武器擴散協議。惟美「中」在人權、兩岸、貿易等問題爭議不斷，中共對於

美臺關係的強化升高外交抗議、取消軍艦互訪及美艦訪港，胡錦濤訪美仍按計畫

進行。 

 
■周明偉、李肇星訪美 
◆周明偉訪美 

周明偉於 1月 13日赴美訪問，期間與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亞太事務助理

國務卿凱利、副總統錢尼的國家安全顧問李比(Scooter Libby)等會談，並於華府全國新

聞俱樂部演講。在兩岸問題上，周明偉數度重申錢其琛 2001年 9月的談話，指「只

要臺灣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處理臺灣議題，北京有耐心，願意等待」(中國時報，

2002.1.21，p.11)。周明偉 1 月 18 日在中共駐美大使館舉行記者會時，提出「減少爭議

而非擴大爭議、務實、追求雙贏與穩定與優先」等四項對臺政策原則(聯合報，2002.1.20，

p.4)。此外，周明偉在與布希政府高層官員會談中把錢其琛在「江八點」發表七週

年座談會的談話要點(錢其琛 1月 24日的談話，除歡迎大多數民進黨成員訪問大陸，呼籲兩岸恢復對話外，並提

出「江八點」中的第五點內容，強調「我們主張不以政治分歧干擾兩岸經貿交流」，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勢在必行。當前，

可由兩岸民間行業組織就通航問題進行商談，達成協議，儘快通起來。)透露給美方，試探美方的反應及布

希政府對臺政策的底線(中國時報，2002.1.26，p.2)。 

◆李肇星訪美 

李肇星於 2 月 1 日至 6 日訪美，進行美「中」例行副部長層級磋商，並為布

希訪問大陸做準備。李肇星 4 日與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會晤，期間副總統錢尼也曾

到場致意。以李肇星的層級，美國政府對他此次訪問顯然頗為重視和禮遇。李肇

星 5 日與鮑爾、阿米塔吉會晤，並與阿米塔吉進行工作午餐；在約兩個小時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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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廣泛討論了美「中」關心的議題，其中包括人權、非核擴散、貿易等，也

涵蓋反恐怖主義、執法、科技與經濟合作。在臺灣問題上，國務院官員僅說，雙

方表達了各自固有的立場(聯合報，2002.2.6，p.13)。此外，李肇星應美「中」商業協會之

邀，以「努力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為題發表午餐演說。在演講中，李肇星

並未提到臺灣問題，但在會議主席問到 2 月下旬在北京的美「中」峰會將談何重

要問題後，他隨即重申：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

中共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也愈來愈急切」。他並表示，希望同樣重視愛國主義

的「美國朋友」，支持北京對處理臺灣問題立場(聯合報，2002.2.6，p.13)。 

 
■布希訪問中國大陸 
布希總統於 2月 16日啟程訪問日本、南韓，2月 21日、22日訪問中國大陸，

不同於柯林頓 1998 年對大陸進行國事訪問，布希此次訪「中」為「工作訪問」。

除了布江峰會外，布希與朱鎔基會談並在清華大學演講(行程重點詳如附表 1)。 
◆確立美「中」合作面向 
去年 10月布江首次峰會時達成美「中」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共識，惟其實

質內涵並未確立。中共「外長」唐家璇在布希來訪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曾指

出，「中」美關係既有共同點，也有分歧點，總體而言，共同點和共同利益遠大於

分歧點和不同點，透過布希訪問，中共與美國將對那些方面加大力度、進行合作，

會有明確的宣示。此次布江峰會雙方確立合作面向，包括加強中長期的反恐交流

與合作的機制、加強高層戰略對話及各級別、各部門之間的接觸等，其中尤以胡

錦濤、江澤民陸續訪美備受關注。 

◆布希強調臺灣關係法及兩岸問題和平解決，並敦促兩岸不挑釁 

布希行前，美國高層官員多次重申兩岸政策及對臺承諾不變。布希此行在布

江會後的聯合記者會及在接受清華大學學生的提問時，兩度強調美國遵守臺灣關

係法，亦兩度敦促兩岸不要有挑釁的行為。此外，對於清華大學學生追問為什麼

總用「和平解決」，而不用「和平統一」的問題，布希重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

政策並強調兩岸問題應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布希並向江澤民建議，兩岸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是否提供兩岸經貿對話的另一個理由。此外，布希亦提到，臺灣增加對

大陸的投資，可能為對話提供新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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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舉行武器管制、裁軍暨防止擴散會議 
美「中」武器管制、裁軍暨防止擴散會議 3 月 4 日至 5 日於華府布魯京斯研

究院舉行，議題包括：戰略穩定、飛彈防禦、限武架構、管制武器擴散等。會中

中共一再表示反對美國對臺軍售，認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美方看法則相左，不

論官員或學者都表示對臺軍售是依照臺灣關係法行事(中國時報，2002.3.7，p.11)。中共出席

代表「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劉結一並與美方代表主管防止武器擴散的助理國務卿

約翰.伍爾夫會談，美方對氣氛融洽感到滿意，並認為中共願意認真處理武器擴散

問題，「中」方也未將武器擴散議題與美國對臺軍售掛勾(聯合報，2002.3.8，p.13)。據路透

社引述美方官員談話指出，「中」方承諾將符合國際規範，進一步控制其核生化技

術的出口，美「中」防止武器擴散談判有可能在今年 4 月胡錦濤訪美，或江澤民

今年 10月訪美時達成協議(中國時報，2002.3.18，p.11)。 

 
■美「中」在人權、貿易、兩岸問題摩擦不斷 
◆美「中」互批對方人權紀錄 

美國國務院於 3 月 4 日公布年度全球人權報告，報告指出中共仍加大對宗教

組織的打擊，同時以反恐戰爭為名，對新疆回教分離主義加強打壓。中共「外交

部」發言人孔泉表示，美方利用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的表現，「中國」人民

和政府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和反對(中國時報，2002.3.6)。此外，中共並於 3月 11日公布「2001

年美國人權紀錄」，報告中指出美國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向外派出大量駐

軍，在世界上到處侵犯人權，藉以反駁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年度人權報告。 

◆美國對大陸進口鋼鐵實施限制 

美國於 3月初動用 201條款，並於 3月 20日起對進口鋼品課徵 30﹪的進口關

稅，中共「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 3月 26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當

前日益增加的國際貿易摩擦，反映出世界經濟放緩之際，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加劇，

此時美國動用 201條款，對於世界貿易發展產生很壞的影響。「中國」已與美國進

行雙邊蹉商，將視磋商結果考慮下一步的行動(工商時報，2002.3.27)。世貿組織(WTO)官員

表示，大陸已向WTO提出正式抗議，將按照WTO解決爭端程序採取行動，要求

就徵稅事宜與美國進行磋商，這是中共加入WTO以來，首次提出正式訴訟(經濟日報，

2002.3.29，p.4)。中共官方媒體則暗示朱鎔基建議對美國進口的大豆課以 30﹪的關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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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報復(The Times，2002.3.25)。 

◆中共對美臺關係強化升高外交抗議 

1. 美國加強對臺軍事協助，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布萊爾 2月 27日在眾議院亞太小組聽證會上表示，美

國依臺灣關係法確保臺灣有足夠的防禦，而且美國太平洋軍區奉有指示，一旦接

到命令時馳援臺灣 (中央日報，2002.3.1，p.2)。當日美國亞太事務助卿凱利在美中政策基

金會舉辦的「尼克森總統中國破冰之旅卅週年討論會」中表示，和平解決臺灣問

題是美「中」關係的重點。若中共繼續在沿岸部署飛彈，臺灣將來就可能取得美

國的飛彈防禦系統(布萊爾 3月 5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他衷心期盼國防部儘快批准恢復海基飛彈

防禦系統的研發工作，讓美軍的駐軍與那些可能遭到飛彈威脅的國家得到我們提供的安全保證和實質保護。中國時報，

2002.3.7，p.11）(聯合報，2002.3.1，p.4)。據洛杉磯時報 3月 9日報導，美國國防部 1月 8日曾

提交國會「核武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機密報告，報告中針對可能動用核武的

時機，列舉了幾個例子，除臺海衝突外，還包括北韓攻打南韓、伊拉克攻擊以色

列或另一鄰國(中國時報，2002.3.10，p.1)。此外，我國防部長湯曜明於 3月 10日抵美參加

「美臺商業協會國防會議」，這是美國和臺灣斷交以來，首次有中華民國國防部長

到美國訪問，湯曜明並與美國副國防部長伍佛維茲、美國亞太事務助卿凱利會談，

美國亞太事務助卿凱利在會後閉幕演說中，重申對臺 6 項保證。對於我國參與世

界衛生組織(WHO)問題，繼歐洲議會 3月 14日通過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WHO

之後，美國參議院 3月 19日通過一項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在 5月的WHO年會中，

支持並協助臺灣取得年會觀察員資格。美國國務院則表示，美國曾經敦促WHO及

其會員國找出適當方式讓臺灣參與，未來也會繼續這樣做(中國時報，2002.3.22，p.11)。 

2. 中共升高對美抗議，並取消美「中」軍艦互訪、美艦訪港   

針對我國防部長湯曜明訪美一事，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文重、「駐美大

使」楊潔箎、「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接連對美提出抗議，朱鎔基 3 月 26 日會見

美國參議員井上健、史蒂文斯一行時亦表示，美國政府接待湯曜明等一連串違反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事，干涉中國的內政，干擾中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努

力，中共不能不感到強烈憤慨並堅決反對(聯合報，2002.3.27)。此外，北京環球時報報導，

中共準備取消今年海軍編隊與美國互訪計畫，以報復美國允許湯曜明會見美國政

府官員(中華日報，2002.3.19，p.9)。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 3月 20日則表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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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艦艇編隊正準備按原計畫出訪，計畫中沒包括美國港口。美國國防部戴維斯

少校證實，北京已於 3月 18日通知美方，拒絕美國驅逐艦韋爾勃號(USS Curtis Wilbur)4

月 5日至 9日訪問香港的計畫(太陽報，2002.3.27)，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發言人 3月 28日

表示，美國已再向北京當局申請一艘美國軍艦訪問香港(美國在被拒後短時間內接連向北京申請

軍艦訪港，與布希政府過去態度有所不同)(中國時報，2002.3.29，p.11)。另據華盛頓時報 4月 2日報導，

美國情報機構偵測到約 20枚CSS─7(東風 11型導彈)飛彈運抵福建省永安市附近的一個

飛彈基地，這批飛彈是在過去兩週運送到福建(中國時報，2002.4.3，p.11)。對於胡錦濤訪

美是否如期進行，章啟月先前語帶保留指出，美方應嚴肅對待「中」方交涉，恪

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以免兩國關係產生不利影響(聯合報，2002.3.22，p.13)，惟在 3

月 28 日的記者會上，章啟月明確表示，「中」美雙方正就胡錦濤訪美行程細節，

進行準備工作(聯合報，2002.3.29，p.13)。此外，美「中」國防海事諮商會議依計畫於 4月

第二個星期在上海舉行(臺灣新生報，2002.3.28，p.2)。 

 
 
二、中共持續鞏固周邊 
美國在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告一段落後，在塔吉克、烏茲別克、阿富汗等地

建立軍事基地(The Washington Times，2002.2.2)，與菲律賓、印度等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中國時報，

2002.3.24，p.11)，對中共周邊安全造成壓力。近期中共持續鞏固周邊，除朱鎔基訪問孟

加拉、印度外，中共積極參與阿富汗援助與重建工作。此外，越南和美印關係的

加強也令中共擔憂，繼越共總書記隆德孟去年年底訪問中國大陸後，江澤民於 2

月 27日回訪越南。日「中」關係在歷經去年的低潮後，近期隨著雙方建交卅周年

相關慶祝活動的舉行，日「中」交流逐漸升溫，高層互訪頻繁。 

 
■朱鎔基訪印度、孟加拉 
中共總理朱鎔基於 2002年 1 月 11日至 18日訪問孟加拉、印度，由於印巴情

勢緊張(2001 年 12 月印度國會受到巴基斯坦支持的伊斯蘭激進組織攻擊)，朱鎔基的訪問時機令外界好

奇中共在幕後扮演的角色。惟北京強調朱鎔基此行旨在促進貿易，而非解決南亞

地區的緊張情勢(中央社，2002.1.2)。朱鎔基在接受印度「斯坦時報」訪問時也表示，他

這次前往印度訪問的商談主題，主要是希望印度不要以反傾銷關稅，抵制來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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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的多種商品(中國時報，2002.1.14)。朱鎔基此行率領 120人代表團前往訪問，隨同

前往的主要是中共主管經貿事務的官員(中國時報，2002.1.12)，印度外長辛格則於 3月 29

日回訪。 

◆中共加強對孟加拉的援助 

朱鎔基是自 1989年以來首位訪問孟加拉的中共總理，訪問期間與孟加拉總理

吉亞會談，會談要點包括印巴情勢、阿富汗前景，並在隨後簽署多項協議備忘錄，

包括長達 5 年的科學和技術合作協議書備忘錄，3 年的文化合作協議等(中國時報，

2002.1.12)。孟加拉政府向中共要求代訓更多陸軍軍官和購買更多中共武器，以應付本

區域危機。此外，中共已援建孟加拉 5座橋樑，這次又決定援建第 6 座(新華社，2002.1.18)。 

◆中共對印巴衝突持衡平態度 

在訪問印度期間，朱鎔基與印度總統納拉亞南、總理瓦巴依、外長辛格等會

談。朱鎔基就印「中」合作提出 5 項建議：保持兩國高層及各領域交流、加強兩

國經貿互利合作、開展科技交流與合作、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妥善處理現存問題(新

華社，2002.1.18)。朱鎔基和瓦巴依對外宣布，兩國邁入相互諒解新時代，雙方將設法擱

置邊界問題，致力改善關係(中國時報，2001.1.16)。「中」印雙方並簽署關於外太空和平

用途、科技專家交流等 6個協議，並建立反恐對話機制(首次反恐對話會談將於 4月下旬舉行)。

朱鎔基在對印度工商業領袖演講時指出，目前兩國貿易額 30億美元，只等於越「中」

貿易額，希望能增加兩倍，達到 100億。朱鎔基在參觀印度電腦軟體公司時表示，

印度是軟體第一，「中國」是硬體第一，兩國合作就是世界第一(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1.25)，

惟印度對於與大陸合作發展軟體頗為遲疑(Financial Times，2002.1.30)。 

朱鎔基在會見印度領導人時表示關注印巴緊張局勢，並對印度國會遭恐怖襲

擊表示同情。印度媒體十分注意朱鎔基對印度國會遭受恐怖襲擊所表達的同情態

度，認為這反映中共在印巴對峙情勢中保持平衡，並未向巴基斯坦方面傾斜(香港中

通社，2001.1.15)。對於中共日前出售戰機給巴國，印度國防部長費南德斯表示，中共與

巴國一直有軍事合作關係，這不是中共第一次提巴國軍事裝備，印度並不想對此

賦予太多意義(中國時報，2001.1.16)。 

 
 
■阿富汗臨時政府主席卡爾紮伊訪問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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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戰爭期間，為妥善照顧阿富汗難民，中共曾向聯合國難民署緊急救援計

畫提供價值 100 萬人民幣的物資。對於阿富汗臨時政府的組成，中共未能發揮影

響力。惟當前阿富汗人道救援和重建是國際社會關注焦點，中共在阿富汗臨時政

府成立之際，提供 3,000萬人民幣的物資援助，中共特使王學賢 1月 21日出席在

東京舉行的「援助阿富汗重建國際會議」時，並向阿富汗提供 100 萬美元現匯，

做為阿國臨時政府運作的資金。阿富汗臨時政府主席卡爾紮伊於 1月 23日赴中國

大陸訪問，江澤民會晤卡爾紮伊時表示，將提供阿富汗 1 億 5 千萬美元的重建經

費(民眾日報，2002.1.25，p.4)，阿方則願意全力配合中共打擊東突恐怖活動。此外，中共

參與阿富汗 6+2(美、「中」、俄、巴基斯坦、伊朗、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會議，推動阿富汗和平

及重建的工作(中國新聞社，2002.3.12)。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將出任駐阿富汗大

使。 
 
■江澤民訪問越南 
   近期越「中」互動頻繁，繼越共中央總書記隆德孟去(2001)年 11 月訪問大陸

後，江澤民於 2月 27日至 3月 1日赴越南訪問，亦是江澤民擔任「國家主席」以

來的第二次訪問越南。 

◆中共拉攏越南的考量 

由於越南和美、印關係日趨密切，基於戰略考量，中共近期積極拉攏越南。

越南除與美國簽署貿易協議外，據傳美國向越南提出使用金蘭灣的要求(俄羅斯租用的

越南軍港金蘭灣，即將在 2004年到期歸還，惟越南已表明不會把金蘭灣作為軍港，而將作為商港使用)，如果此事成

真，中共在南海的一切活動，就在美軍的掌握之下。越南與印度的軍事合作關係，

也使中共憂心。越南與印度年前在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由於越南參與東協組

織，卻從未與其他東協國家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反而選擇與中共關係不睦的印度，

越南的企圖引起中共疑慮。此外，中共也希望越南支持中共提出的「中國─東協

自由貿易區」的計畫(中國時報，2002.2.28，p.11)。 

◆越「中」主權爭議未有實質進展 
江澤民此行性質為禮貌性回訪，與越南在陸地邊界及南沙主權歸屬等問題未

有重大突破。訪問期間，江澤民與越共總書記隆德孟、國家主席陳德良等會談，

江澤民就推動越「中」關係提出 5點建議：1. 繼續發揚兩黨、兩國高層交往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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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傳統。2. 擴大和加深越「中」經貿合作(1991年恢復外交關係時，雙方的貿易總額為 3000萬美元，

去年已增長到 28 億美元，計劃在 2005 年以前提高到 35 億美元)。3. 加強兩國青少年交流。4. 加強

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合作。5. 深化兩黨、兩國在治黨、治國經驗方面的交流。此

外，雙方簽署科技合作協定，中共並提供越南 5,000 萬人民幣貸款。為消除越南

「中國威脅」的心理，江澤民在河內大學發表題為「共創中越關係的美好未來」

的演說，論述越「中」關係 16 字指導原則的內涵，並闡述兩國傳統友誼(新華社，

2002.2.28)。 
 
■日「中」交流升溫 

去(2001)年日「中」因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李前總統訪問日、小泉參拜靖國神

社、貿易摩擦等問題爭議不斷。為慶祝日「中」建交卅週年，雙方將今年訂為「中

日友好年」，近期交流趨於密切。在軍事交流方面，「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與日本

外務審議官高野紀元於 3月 18日在東京舉行安全磋商，是「中」日雙方首次舉行

的副部級安全磋商。王毅對日本近來在安全領域的一系列新舉措及日本擴充軍備

情況，表明中共的立場和關切。高野表示，日本將繼續在和平憲法下，堅持不做

軍事大國、貫澈專守防衛的安全政策。此外，日本將堅持「無核三原則」，不持有

進攻武器、在國家關係中不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日本並和中共就中共海軍

艦艇 5 月的首次訪問日本達成協議，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亦可望於明年前往國大

陸訪問(中央日報，2002.3.20，p.7)。日本防衛廳長官中谷元預定於 4 月底前往大陸訪問，

這將是日「中」自 1998年以來首次部長級軍事會議(中國時報，2002.3.29，p.11)。在高層互

訪方面，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紀子於 3月前往大陸訪問，4月「人大委員長」李鵬訪

日，小泉則赴大陸參加博鰲論壇(聯合報，2002.3.24，p.4)，「中組部」部長曾慶紅、「副總

理」溫家寶(日本計劃以「總理級」接待)亦預定前往日本訪問 (經濟日報，2002.3.11，p.11)，中共並

期待日本皇太子德仁今年能訪問大陸(聯合報，2002.1.28，p.13)。 

 
 
三、中共加強中東外交 
近期中共加強中東外交，除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相繼訪問

大陸外，為協調日益緊張的以巴情勢，以色列外長裴瑞斯於 3月 24 日訪問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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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布希列為邪惡軸心的伊拉克、伊朗也與中共互動密切，除伊拉克副總理

阿濟茲訪問大陸外，「國務委員」吳儀於 3月訪問伊朗等 6國，江澤民亦預定 4月

前往伊朗等 5國訪問(國家通訊社，2002.2.21)。 

 
■約旦國王、埃及總統、伊拉克副總理相繼訪問大陸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及伊拉克副總理阿濟茲相繼訪問大

陸，中共向約旦提供經援，並與埃及簽署關於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石油領域合作

的框架協議等 5個文件。此外，中共向該等表明其對中東情勢及反恐問題的立場，

並力促伊拉克與聯合國合作。 

◆中東情勢 
江澤民與阿卜杜拉會談時表示，一年多來以巴衝突不斷，中東和平進程面臨

嚴峻考驗。解決中東問題的唯一正確途徑是儘快恢復和談，外力與武力解決不了

問題，「中國」願與國際社會，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加強合作，繼續推動中東問題早

日解決(中國新聞社，2002.1.17)。江澤民並向穆巴拉克表示，「中國」將繼續支持阿拉伯人

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為恢復被佔領土、恢復合法民族權利所進行的正義鬥爭(中國新聞

社，2002.1.23)。 

◆反恐怖主義 
中共高層與阿卜杜拉、穆巴拉克會談時重申中共對反恐怖主義的一貫立場。

江澤民強調，「中」方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任意擴大反恐目標。「中」

方贊成就反恐問題加強國際合作，特別要發揮聯合國和安理會的主導作用。同時，

反恐不能和特定的民族、宗教相聯繫，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 

◆中共力促伊拉克與聯合國合作 
伊拉克副總理阿濟茲此行與朱鎔基、錢其琛等會談。朱鎔基表示，反恐不能

搞雙重標準，不應任意擴大打擊目標。「中國」始終認為伊拉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新華社，2002.1.28)。朱鎔基與錢其琛皆表示，希望伊拉克與聯合

國進行合作，爭取結束聯合國對伊拉克實行的制裁，避免產生更複雜的局面(加拿大

廣播電臺，2002.1.28)。 

 
■以色列外長訪問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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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於 1月 22日致函江澤民，除說明目前巴勒斯

坦的情勢外，並呼籲中國利用自己的影響與國際社會一起﹐為制止不斷惡化的中

東地區形勢﹐拯救中東和平進程而繼續努力(新華社，2002.1.22)。以色列外長裴瑞斯則於

3月 24日訪問大陸，為自取消空中預警機銷售中共以來，有高層官員到大陸訪問(中

央日報，2002.3.22，p.7)。裴瑞斯在行前表示，中共在中東地區有切實利益，並對以巴雙

方有很大的影響力(美國之音，2002.3.22)。 

裴瑞斯此行會見朱鎔基、錢其琛、唐家璇等，並與中共達成協議，賠償 3億 5

千萬美元，以解決取消售予中共空中預警機的爭議(中國時報，2002.3.27)。對於以巴問題，

裴瑞斯表示，以色列願恢復與巴勒斯坦的談判，以解決雙方紛歧(新華社，2002.3.25)。中

共則指出，以色列大舉入侵巴勒斯坦地區，不僅違反國際準則和以巴協議，也有

所損以色列的國際形象，以巴雙方應配合國際社會的調解，執行聯合國安理會 1379

號協議，停止武力對抗和衝突，為重開談判創造良好氣氛(聯合報，2002.3.27)。在以「中」

關係方面，雙方同意加強經貿、科技、農業等領域合作，裴瑞斯並邀請朱鎔基、

唐家璇訪問以色列(中國時報，2002.3.27)。此外，由於以色列 3 月 29 日對阿拉法特位在

約旦河西岸拉馬拉的總部發動攻擊，使以巴情勢急劇升高，唐家璇致電回教會議

組織主席卡達外交大臣，對以巴衝突升級表示關切(中國時報，2002.3.31，p.10)。唐家璇並

致電裴瑞斯，希望以色列無條件執行安理會通過的 1402號決議，從巴勒斯坦地區

撤軍，透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附表 1 

時 間 行 程 內 容

2月 21日 布希抵達北京，上午 11時 50分與江澤民於人民大會談舉行會談，會談後並舉行聯合記
者會，會談及記者會內容重點如後： 
▓美「中」建設性合作關係 
雙方一致同意應加強對話與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共同推動美「中」建設性的合作

關係。此外，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戰略對話及各級別、各部門之間的接觸，積極展開經貿、

能源、科技、環保、愛滋病的防治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在年內舉行經濟、商務和科技

聯合委員會議。除胡錦濤、江澤民將相繼訪美外，雙方衛生官員展開交流活動，美國商

業部長艾維斯 4月將帶領貿易參訪團前往北京。 
▓兩岸問題 
在聯合記者會上，布希表示，兩岸問題應和平解決，敦促雙方不要有挑釁的行為，

美國將繼續支持「臺灣關係法」。江澤民則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並表示布希強調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據美國國家安全

顧問萊斯會後向媒體簡報表示，布希確認美國的兩岸政策仍延續 1979 年以來的協議，
布希並向江澤民提到美「中」所處安全環境的重要性，希望中國認識到安全環境的變化，

以及安全環境如何影響到美國執行臺灣關係法。此外，布希向江澤民建議，兩岸加入

WTO 是否提供兩岸經貿對話的另一個理由。臺灣增加對大陸的投資，可能為對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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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助力(中國時報，2002.2.22，p.4)。 
▓反恐合作 
雙方同意加強中長期的反恐交流與合作的機制。江澤民向布希提及中共也是恐怖主

義的受害者，美國推動的國際反恐怖主義不應有雙重標準。布希並向江澤民提及伊拉克

海珊政權是一個危險的政權，關於對伊拉克動武的問題還未作出決定。在聯合記者會

上，江澤民則表示「以和為貴」處理伊拉克問題。 
▓朝鮮半島、南亞情勢、中東問題 
布希表示希望江澤民協助美國與北韓對話，江澤民則表示仍將繼續促進南北韓會

談，並希望美國和北韓繼續接觸交流。在南亞問題上江澤民強調美國是印巴和平的樞
紐，美國應努力恢復印巴和談。在印巴危機上，美國應肯定巴基斯坦謀求對話與和平所

作的努力。在中東問題上，江澤民表示，中東問題的關鍵是要合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儘早恢復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權益，以色列應歸還占領的阿拉伯領土。 
▓反武器擴散、飛彈防禦系統 
在反武器擴散問題上，布希要求中共能履行 2000年 11月雙方簽署的反武器擴散協

議，但雙方未達成共識。在飛彈防禦系統問題上，布希向江澤民表示，美國建立飛彈防

禦系統是為了保護美國和美國盟友。 
▓宗教問題 
布希表示，宗教過去一直是穩定與安撫美國人民的力量，在中國允許宗教團體擔負

這項工作之前，他希望中國可以開始與宗教團體接觸溝通。布希並向江澤民建議與西藏

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梵蒂岡和其它宗教人士開誠佈公的對話。在聯合記者會上，江澤民

則表示，不管什麼教的教徒，都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2月 22日 上午 8時 30分與朱鎔基在釣魚臺賓館舉行早餐會，朱鎔基指出，「臺灣問題」是「中」

美關係中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他並向布希闡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原則立場。

布希在會談中重申美國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希望兩岸問題和平解決。雙方還就兩國

經貿合作及亞洲經濟交換意見(中時晚報，2002.2.22，p.2)。 
2月 22日 上午 10時 35分於清華大學演說，海內外直播。中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和清大校長

王大中一同出席此項演講。胡錦濤在致辭歡迎時表示，「中」美兩國友好關係符合兩國

人民的利益，只要雙方「相互尊重、平等對待、求同存異」，雙邊關係就能健康平順向

前發展。布希演說強調美國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並對一個和平、強大繁榮中國的出現

表示歡迎，希望中國能夠推行民主選舉至中央，及讓所有人民享有信仰宗教自由。演講

結束後接受清大學生的發問，在回答有關「臺灣問題」時表示，美國希望以和平的方式

對話，並希望兩岸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雙方都不應挑釁。布希同時重申支持「一個中

國」，布希指出，長期以來，這是美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在回答有關美國發展飛彈

防禦系統是否包括臺灣的問題時，布希表示，飛彈防禦系統是為幫助美國及友邦，為世

界帶來更大的穩定。提到有關美方對中共「三個公報」與「三不」承諾問題時，重申兩

岸經由和平對話才能解決問題，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解決。布希進一步指出，當我的

國家有任何協議，我們一定會信守協議，我們有臺灣關係法，我信守這個法律，它規定

我們在臺灣受到挑釁時要協助臺灣自衛(中國時報，2002.2.23，p.1)。下午參觀長城後返回美
國。 

 

附表 2 
重 要 外 交 活 動

時間2002 派 出 與 邀 進 情 形

1.10-21 中共全國政協代表團訪問東南亞：由「全國政協秘書長」鄭萬通率領，此行訪問越南、

柬埔寨及泰國。 
1.10-11 韓國國會議長李萬燮訪問大陸：期間與江澤民、李瑞環、李鵬等會談。 
1.11-18 朱鎔基訪問印度、孟加拉：朱鎔基與孟加拉總理吉亞會談，並簽署多項協議備忘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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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長達 5 年的科學和技術合作協議書備忘錄，3年的文化合作協議等(中國時報，2002.1.12)。
在訪問印度期間，朱鎔基與印度總統納拉亞南、總理瓦巴依、外長辛格等會談，「中」

印並簽署關於外太空和平用途、科技專家交流等 6個協議。  
1.12- 「國臺辦」副主任周明偉訪美：此行訪問紐約、華府(中央社，2002.1.3)。 
1.12-23 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兆國訪問南美洲：此行訪問巴西、烏拉圭及阿根廷。 
1.13-25 「國務委員」司馬義.艾買提訪問中亞 5國：此行訪問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

吉斯、土庫曼)慶祝中共與中亞 5國建交 10週年。 
1.14- 日本國家公安委員會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國務委員」羅幹。 
1.17-21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訪問大陸：自 1992 年執政以來，第二次對大陸進行國事訪問，此行

與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會談，並簽署中共向約旦提供經援等有關協議。 
1.17-24 白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會議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李鵬、胡錦濤、錢其琛等。 
1.18-19 1969 至 1979「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研討於北京舉行：美國前駐華大使羅德、哈佛大

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等美方代表前往參加，並會見胡錦濤。 
1.21-22 中共特使王學賢訪問日本：出席於東京舉行的「援助阿富汗重建國際會議」，向阿富汗

提供 100萬美元現匯，做為阿國臨時政府啟動資金。  
1.21- 「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訪問亞洲 3國：此行訪問緬甸、柬埔寨、菲律賓。 
1.23-26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等會晤，並訪問深

圳。「中」埃雙方簽署關於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石油領域開展合作的框架協議等 5 個文
件。 

1.23- 「中聯部」副部長蔡武訪問南亞 3國：此行訪問緬甸、斯里蘭卡、孟加拉。 
1.23-24 阿富汗臨時政府主席卡爾紮伊訪問中國大陸：江澤民會晤卡爾紮伊時則表示，將提供阿

富汗 1億 5千萬美元的重建經費，阿方則願意全力配合中共打擊東突恐怖活動。 
1.27-29 「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訪問喀麥隆：期間會見喀國總統保羅.比亞。 
1.27-30 伊拉克副總理塔里克.阿濟茲訪問大陸：此行與錢其琛、朱鎔基等會談。錢其琛向阿濟茲

表示，中共不支持將反恐怖戰爭的區域擴大。中共希望伊拉克與聯合國進行合作，爭取

聯合國結束對伊拉克實施的制裁。 
1.27-31 烏克蘭外長茲連科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朱鎔基、「政協副主席」李貴鮮、唐家璇等。 
2.1-6 「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訪美：美「中」例行副部長層級磋商，為布希訪問大陸做準備。

此行會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副國務卿阿米塔吉等。 
2.3-7 寮國總理本南.沃拉芝訪問大陸：會見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雙方並簽署引渡條約、

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共向寮國提供優惠貸款框架協議等。 
2.3-4 「副外長」王毅訪問德國：此行出席在慕尼黑舉行的國際安全政策會議，闡明中共在反

恐問題上的立場。 
2.4-9 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訪問大陸：與江澤民會談，雙方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等 5個

文件。 
2.5-6 「副外長」王毅訪問阿富汗：主持中共駐阿富汗使館復館儀式，並拜會阿富汗臨時主席

卡爾紮伊。 
2.7-9 日本保守黨代表團訪問日本：以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為最高顧問、日本保守黨黨魁野田

毅為團長，期間會見江澤民、錢其琛等。野田毅表示，日方將組萬人友好訪華團，以進

一步推動日「中」友好關係健康、穩定、全面發展。 
2.19-3.3 「公安部長」賈春旺訪問南美洲：此行訪問哥倫比亞、秘魯、巴西，與 3國有關部門負

責人達成雙邊禁毒主管部門間高層往來、開展禁毒領域的多面合作的重要共識，開拓與

3國禁毒合作的新途徑。 
2.21-22 布希訪問大陸：進行工作訪問，此行與江澤民、朱鎔基會談，並在清大發表演說。 
2.24- 科威特財政、計畫大臣易卜拉訪問大陸：此行與石廣生簽署「中」科第四屆經貿混合委

員會紀要。 
2.24-3.2 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大陸：此行訪問海口、博鰲、三亞及上海等地。 
2.25-3.1 亞美尼亞副外長馬爾加良訪問大陸：與「副外長」王光亞、「部長助理」劉古昌就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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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雙邊關係交換意見。 
2.27- 中共代表團訪問西班牙：由中共「中央委員」、遼寧省委副書記張文岳率團出席西班牙

第十六次代表大會。 
2.27-3.1 江澤民訪問越南：此行會晤越共總書記隆德孟、國家主席陳德良、國會主席阮文安等，

並前往順化和峴港訪問。 
3.2-6 中共外交部新聞司代表團訪問蒙古：「外交部」發言人孫玉璽為團長，此行會見蒙古外

交部國務秘書岡包勒德等 
3.4-3.5  美「中」舉行武器管制、裁軍暨防止擴散會議：於華府布魯京斯研究院舉行，議題包括：

戰略穩定、飛彈防禦、限武架構、管制武器擴散等。中共出席代表「外交部」軍控司司

長劉結一並與美方代表主管防止武器擴散的助理國務卿約翰.伍爾夫會談，美方對氣氛融
洽感到滿意，並認為中共願意認真處理武器擴散問題，「中」方也未將武器擴散議題與

美國對臺軍售掛勾(聯合報，2002.3.8，p.13)。 
3.4-7 中共經貿代表團訪問馬其頓：由中共「外經貿部」部長助理何曉衛率領，其並與馬其頓

經濟部長和副部長進行會談。 
3.6 俄「中」戰略例行磋商：由「副外長」王光亞與俄羅斯「副外長」馬梅多夫進行戰略磋

商，就軍控裁軍等重要問題交換意見。雙方達成共識，認為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維持

現有國際軍控與裁軍條約的體系，保持全球戰略穩定，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定至關重要。

3.7- 龍永圖訪問馬來西亞：此行出席亞洲經濟峰會。 
3.11- 「中聯部副部長」馬文普訪出訪 4國：此行訪問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賽浦路斯、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 
3.12- 北韓副外交部長金永日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錢其琛、王毅等。 
3.12- 「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摩洛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率領，出席各

國議會聯盟第一０七屆大會。 
3.12- 「中聯部代表團」訪問南韓、日本：由「中聯部副部長」王家瑞率領。 
3.16-4.5 「國務委員」吳儀訪問 6國：此行訪問伊朗、黎巴嫩、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沙烏

地阿拉伯。 
3.16- 唐家璇訪問澳、紐：慶祝與澳、紐建交卅週年。唐家璇與澳洲外長唐納會談時，要求唐

納取締在澳洲大使館前抗議的法輪功團體，對於達賴 5月來訪，唐家璇要求澳洲政府不
能安排任何官方活動(中國時報，2002.3.20)。 

3.16- 中共代表團訪問印度：中共「中組部」副部長趙洪祝出席印度共產黨召開的第十七、十

八次代表大會。 
3.19-24 厄瓜多爾總統貝哈拉諾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朱鎔基等會談。 
3.20- 「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加拿大、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田紀雲率領。 
3.21-24 「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由「副總理」吳邦國率領，出席瓜達爾港口開工典

禮，中共並向巴國提供 3000萬人民幣無償援助(中國新聞社，2002.3.26)。 
3.21- 「共產黨幹部代表團」訪問寮國：由中共「中央委員」、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率領。 
3.21- 汶萊王儲比拉訪問大陸：此行會見胡錦濤等。 
3.22- 日本前外相田中真紀子訪問大陸：為慶祝「中」日建交卅週年紀念，此行與李鵬、唐家

璇等會談(中國時報，2002.3.22，p.11)。 
3.22- 剛果總統卡比拉定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李鵬等會談。 
3.24-28 印尼總統梅加瓦蒂訪問大陸：此行與江澤民、李鵬、胡錦濤等會談，並赴四川、福建參

訪。梅加瓦蒂此行與中共簽署包括成立能源論壇、經濟技術合作、石油合作等的諒解備

忘錄，中共並提供印尼 4億美元的貸款。 
3.24-28 西藏「人大」代表團出訪歐洲議會和比利時：由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熱地率

領。 
3.24-26 以色列副總理兼外長裴瑞斯訪問大陸：此行會見朱鎔基、錢其琛、唐家璇等，了解中共

對以巴局勢的看法和建議，並向中共解釋以色列在以巴問題上的立場。 

 68



3.26-30 比利時首相訪問大陸：此行訪問北京、上海和蘇州。 
3.28-29 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崔成泓訪問大陸：此行和溫家寶、唐家璇等會談。韓國外交部官員說，

這項會談將包括美國和朝鮮的關係，以及韓國和朝鮮的對話，並可能討論朝鮮在「中國」

東北的難民問題。 
3.28-4.4 歐盟對外關係委員彭定康訪問大陸：參訪上海、蘇州、北京。 
3.29-4.2 印度外長辛格訪問大陸：與朱鎔基、錢其琛，唐家璇等會談。 
4.2-4 「二十世紀裁軍議程」於北京召開：由中共「外交部」與聯合國共同舉辦，就防止軍備

競賽、常規裁軍、飛彈防禦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4.2-9 李鵬訪問日本：此行會見日本天皇、首相、參眾兩議院議長等，參加兩國建交卅周年的

紀念，並就北韓被日本擊沉的間諜船打撈問題與日本會商(聯合報，2002.4.2，p.13)。 
4.8-22 江澤民訪問 5國：此行訪問德、利比亞、尼日、突尼斯、伊朗 5國。 
4.8- 中共代表團訪問 3國：由中共「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劉延東率領，訪問模里西斯、南非、

烏干達。 
4.8-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貴鮮訪問 2國：此行訪問巴西、古巴。 
4.12-13 博鰲論壇舉行首屆年會：朱鎔基出席並演講，泰國總理他信、日本首相小泉等各國領導

人應邀出席。 
4.13-15 日本三黨幹事長訪問大陸：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公明黨幹事長冬柴鐵三、保守黨幹

事長二階進柏訪問大陸，與中共高層會面，就如何加深友好關係的具體政策交換意見。

4.15-26 朱鎔基訪問 3國：此行訪問土耳其、埃及、肯亞。 
4.23- 胡錦濤訪問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會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等。

28日抵美國夏威夷，將訪問舊金山、紐約、華府(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2.3.31)，並與美
國總統布希、副總統錢尼、國家安全顧問萊斯等會談。 

軍 事 外 交

1.10 加拿大陸軍魁北克軍區司令馬克.卡龍准將訪問大陸：期間會見共軍「副總參謀長」吳銓
敘。 

1.15-16 巴基斯坦參謀長聯席委員會主席阿濟茲.汗訪問大陸：期間見江澤民、張萬年等。 
1.18- 哈薩克邊防軍代表團訪問大陸：期間會見共軍「總參謀長」傅全有，並與「副總參謀長」

隗福臨簽署「中哈邊防合作協議」。 
1.21-23 賽浦路斯國防部部長蘇格拉底訪問大陸：期間會見李鵬、遲浩田等。 
1.23 韓國空軍參謀總長李億秀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遲浩田、傅全有。 
1.28 印尼海軍參謀長因德羅科訪問大陸：會見遲浩田，並與中共「海軍司令員」石雲生舉行

會談。 
1.29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部門負責會議在北京舉行：由中共「國防部」

外事辦公室主任詹懋海少將主持，就各成員國 2002年在國防和軍事領域合作交換意見。
1.30 埃及軍隊友好參觀團訪問大陸：此行會見熊光楷。 
3.6- 熊光楷訪問巴基斯坦、哈薩克、吉爾吉斯：此行與巴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濟茲、哈

國國防部長阿爾滕巴耶夫、吉國國防部長托波耶夫進行防務安全磋商，並與巴國簽署軍

事合作備忘錄。 
3.13- 法國空軍參謀長若博訪問大陸：應空軍司令員劉順堯之邀訪問大陸，此行會見遲浩田等。

3.18- 日「中」第八次安全磋商：「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與日本外務審議官高野紀元在東京舉行

安全磋商，是「中」日雙方首次舉行的副部級安全磋商，就中共海軍艦艇 5月的首次訪日
本達成協議，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亦可望於明年前往國大陸訪問(中央日報，2002.3.20，p.7)。

3.18- 「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歐洲 4國：此行訪問德國、希臘、克羅地亞、挪威，途經羅馬
尼亞時，會見該國軍隊領導人。 

3.20- 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澳、紐、斐濟：由「副總參謀長」錢樹根率領。 
3.24- 英國陸軍參謀長沃克訪問大陸：此行與傅全有等會談。 
3.25- 蘇丹軍隊總參謀長阿巴斯訪問大陸：此行與傅全有等會談。 
3.25-30 愛爾蘭海軍軍艦訪問大陸：「尼亞姆」號艦長弗林少校等拜會上海市副市長馮國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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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參謀長」王玉成中將。 
4.10-12 美「中」海事諮商會議：美方代表團由美國太平洋軍區主管戰略計畫暨政策的主任海軍

少將蘇利文率領，是自軍機擦撞事件以來，首次舉行「國防海事諮商協議委員會」的全

體會議(中國時報，2002.4.5，p.11)。 
4月底. 日本防衛廳長官中谷元訪問大陸：預定與遲浩田會談，就亞洲地區的安全政策及國際防

止恐怖主義措施等交換意見。中谷元還將就日本政府爭取在本屆國會期間，健全周邊事

態法的基本想法進行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