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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美雙方在國際平台上的互動模式與外交關係是國際關係備受矚目的議題。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本文欲探討的主題，透過了解近年來中美雙方在亞太地
區的競合關係，摸索其可循之道。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布局，在政治採取
「前進佈署」政策，經濟透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建立亞太經貿
機制，軍事則是大量布局軍力在亞太地區。面對美國各層面的圍堵政策，中國大
陸積極表態其「和平崛起」的理念，並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中美互動模式，
在此概念的引導下，中國大陸的亞太政策透過「周邊外交」減緩亞洲國家對其崛
起的防備心，並參與以東協為核心的「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擴大經貿
領域，軍事層面則是以「海外利益攸關區」作為其最高度關注的國家利益。
中美間的競合不斷，在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上均有許多合作議題，但合作
中也包含競爭。「新型大國關係」的實質性內涵須仰賴長期觀察，中美間的互動
模式也將影響亞太地區國家的外交政策，透過本文整理的中美亞太競合，可以了
解中美在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時的亞太外交政策及「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發展
的可能性。

關鍵字：新型大國關係、亞洲再平衡、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東南亞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南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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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 of U.S.-China interactive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platform is a high-profile issu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thesis is focus on “A
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for China and U.S., and explores its
possibility through understanding the two sid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recent years. The U.S. strategic layout about “Rebalance of Asia” is
come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diplomacy of Forward-deployment on politics,
and establishing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mechanisms through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s well as deploying more military
power in Asia-Pacific region. Given this U.S. containment policy, China actively
spreads its concept about “peaceful rise”,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for Sino-America interaction. Under this guidance
China is trying to use surrounding diplomacy to reduce distrust of Asian countries for its
renaissance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to
expanding economic and trade fields, which is centered on ASEAN. In the military
dimension, China strengthen naval forces for defend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overseas stakeholder’s zone”, among others. All these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China and
those of the U.S. will be examined in this thesis.

Key Words：New Model Relation of Great Powers、Rebalance of Asia、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South Ch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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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進入 21 世紀後，國際關係的互動以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外交互動最受矚
目。對正在快速發展國家經濟的中國而言，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忙於安定國
家內部之動盪，因此進入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體制之進程較為緩慢，近年來中國大
陸開始不斷積極拓展其各項對外友好的外交政策，顯示出對中國大陸而言當務之
急是與各國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盡量減少國家崛起時所面臨的障礙；但對主導
現今國際規範的美國而言，最擔心的莫過於有國家為了自身發展而破壞現有的國
際秩序，甚至挑戰其主導國際秩序的地位。在這看似勢必衝突，卻在外交關係上
不斷釋出善意的兩造中，其所作出的外交決策都將影響整個國際秩序的穩定或動
盪。因此，中美未來的外交互動會走向衝突或和平，是國際關係研究者非常看重
的議題。
習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的「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
面」上發表演說時表示，一定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中國大陸人民能安
穩度日，這些就是所謂的「中國夢」，1然而中國大陸的外交環境中面臨著美國勢
力的挑戰，與中國大陸鄰近的周邊島嶼如釣魚台、台灣或南海等，均有美國因素
參雜其中。換句話說，美國成為阻擋中國實踐「中國夢」的關鍵因素。對習近平
所期望的「中國夢」而言，「重返亞洲」政策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對中國大陸崛起
的外交回應，表示將在外交模式上採取「再平衡」的策略。由此可以發現，「中
國夢」之實踐與美國的「再平衡」政策將產生地域性與利益上的衝突。
中國在 2012 年積極地開始在各方會談上闡述「新型大國關係」的理念，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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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12，
〈習近平等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
，
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5/c_11369741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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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開始，任職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藉由訪美的機會提到，中美必須達成兩國
共識，
「努力把兩國合作夥伴關係塑造成 21 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2並建構出一
套「前無古人，但後啟來者」、「在競爭與合作中實現最佳平衡」的新型大國關
係。3中美雙方在同年 5 月時，於北京召開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時任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的戴秉國表示：「將以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為精神全面推進中
美合作。」4至 2013 年 6 月，習近平與歐巴馬進行雙邊會議時，雙方以「建構中
美新型大國關係」為主題進行討論。5
因此，根據上述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致力於實踐中國夢之際，美國在國際秩
序中的既有地位與「亞洲再平衡」策略，造成兩造之間產生摩擦與矛盾，使筆者
與許多國際關係研究者一樣對中美外交互動感到好奇。另外，亞太地區殘留二次
戰後歐美強國的勢力，其各國之間的利益、領土、主權等等的複雜性，使其佔有
國際間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究竟「新型大國關係」概念的提出，及其實際內涵
的建構過程，是否將會成為中美在亞太競合中的關鍵外交指導原則，成為筆者撰
寫本篇論文之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為以下兩點：第一，分析中國與美國的外交戰略；第
二，
「新型大國關係」對於中美在亞太競合中的角色。
首先，本文將分別探討當前中國與美國的亞太政策，從政治、經濟與軍事三
大層面進行分析，從這三大層面了解中國與美國分別在亞太進行何種戰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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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12，
〈習近平在美國友好團體歡迎午宴上的演講(全文)〉，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16/c_111532782_2.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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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網，2012，
〈習近平午宴講話全文：中美關係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7184&cid=7，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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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2012，
〈戴秉國：以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精神全面推進中美合作〉
，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05/c_123080740.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5 日。
5
The WHITE HOUSE. 2013.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June 8.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October
12,2014）.
2

而這些外交戰略發展至今的成效為何？中國為了穩定其不斷擴大的內需，不僅需
安撫美國對其崛起的疑慮，還須對周邊國家釋出善意；美國的「亞洲再平衡」不
僅侷限於經貿層面，在軍事上也須加強與亞太盟國之間的合作機制。經濟部份中
國推動亞洲地區多邊區域合作機制「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美國則是以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為亞太經濟布局。軍事層
面中國不斷加強海洋戰略之發展，展現出為突破美國封鎖鏈之決心，而美國則是
不斷強化中美國防戰略對話機制來取得更多中國在軍事上的戰略布局。
其次，「新型大國關係」可說是近期國際關係中備受矚目的新名詞，此一概
念於 2012 年由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所提出，希望中美雙方可以和平共
利的方式達成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穩定，並試圖消除美國對中國威脅論之擔憂。
然而，在「新型大國關係」之概念被提出後，其理想與模式究竟為何？對中美雙
方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產生何種影響，美國是否有因為此一概念而做出亞洲再
平衡之讓步，抑或是中國是否因為此一概念而在敏感議題上對美國釋出善意？
「新型大國關係」從提出至今發展以三年的時間，雙方多次在官方高層對話
中展現共同建構新型大國關係之意願，例如在 2015 年 6 月份舉辦的「第七輪中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戰略對話」所達成的具體成果清單中，就不忘再次提及
「中美兩國元首努力達成共識，加強務實合作，建設性管控分歧，推進中美新型
大國關係建設。」6
本文將透過上述中美外交政策的不同層面進行分析，探討在 2012 年此一概
念被提出後，對於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產生何種影響，此概念
在中美關係間扮演何種角色，以及當台灣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時，需要注意何種
模式新型大國關係才能加以因應。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Outcomes of the
Strategic Track.” June 2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5/06/244205.htm（August 20, 20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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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將從三個部份來進行文獻之探討，首先，從國際關係的歷史來看，「新
型大國關係」為習近平於 2012 年才提出的新概念，沒有歷史路徑可循，就連如
何架構與是否能夠有效產生建制都是未知數，中美雙方對於其定義也有部分的差
異之處，因此在文獻回顧的部分筆者將先對此概念進行解釋，以便之後對中美雙
方亞太外交政策的政治、經濟、軍事策略進行討論。第二，中國對新型大國關係
之提倡，以及美國對此新概念之接受，使國際關係研究者原本對於中美關係的預
測：「美國霸權衰敗與中國崛起，勢必走向衝突。」7發展出其他國際情勢與中美
關係之可能性。因此，本節也將針對美國衰敗論與中國崛起論進行討論。最後，
延續上述美國衰敗與中國崛起之論述，國際關係學者也產生出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派認為中美關係由於利益衝突與全球不同影響區之間的競合，最終將勢必走向
軍事衝突；另一方則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以及中美之間目前的回應，
是有助於中美合作，軍事衝突並不必然會發生。筆者希望透過以上三個部分，分
析「新型大國關係」與中美競合之關聯性。

一、「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
由於中美雙方對於「新型大國關係」之定義仍有所出入，因此筆者在這裡有
必要將此一概念之定義說明清楚，藉由中美兩國之官方聲明的整理，希望藉由官
方聲明幫助其概念進行對話，使讀者更清楚了解此一概念至今仍存在不具體之模
糊性。此部分將不再另外引述學者之定義，以避免與中美任何一方之解釋有所出
入。另外，本文之目的也希望盡量透過中美雙邊官方聲明之對話，了解此概念之
模糊性對中美雙方之外交模式產生多少影響，又是否會有具體之外交政策轉變。
習近平在 2012 年於北京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談中，高調提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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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海天）
，2014，
《2020 中國與美國終須一戰：當中國的復興之路遇上美國的重返亞洲》
，台
北：如果。
4

型大國關係」之概念，習近平表示中國並非蘇聯，中美不應走向冷戰或衝突，更
在 2014 年 7 月 9 日的第六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論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
商聯合開幕式上致辭，表示中美雙方應「努力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構新
型大國關係是雙方在過去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從兩國國情和國際狀態出發，共同
做出重大的戰略抉擇，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和各國人民根本利益，也體現了雙方願
意打破國際衝突對抗傳統規律、開創發展新模式的大國關係與政治擔當的決
心。」8
習近平在呼籲中美雙方應努力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同時，也不忘提醒此
一新型大國關係是一項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創新，因此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
對照，但能否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並非沒有往例可循，而是在於中美必須找
到共識並共同解決問題。習近平更進一步地提出以下四點為其所理想中的新型大
國關係：一、增進互信，把握方向；二、相互尊重，聚同化異；三、平等互利，
深化合作；四、著眼民眾，加深友誼，以上四點會在後面的章節中再做進一步討
論。9由此可見習近平所提倡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強調中美的相互尊重與包容，在中
國快速崛起的同時，得到國際社會的接納是最為首要的外交政策。
美國官方則在第六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前夕，2014 年 7 月 8 日發出聲明
稿，美國總統歐巴馬表示「歡迎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中國崛起」並共同發展
出「一個以增加務實合作以及建設性管理歧見為內涵的『新型關係（a new model
relations）』」，中美雙方正好可以利用戰略暨經濟對話的平台對外展現「儘管中美
關係如此複雜，但雙方仍然決心確保合作關係」。10歐巴馬更表示「中國與美國為
兩個歷史與文化有相當差異的國家，因此意見永遠不會有一致的一天，這也就是
為什麼兩國在表達歧見時必須建立在相同挑戰、共同責任與共享利益的關係之
8

習近平，2014，
〈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第六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論中美人文
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致詞〉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xwbd/201408/15/content_33246044.htm，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7 日。
9
同上。
10
The Indian EXPRESS. 2014. ”US to develop ‘new model’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Obama.” July 9.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world/world-others/us-to-develop-new-model-of-relations-with-chinaobama/（October 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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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11
從歐巴馬發表之官方聲明中：「務實合作以及建設性管理歧見為內涵」展現
出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期待，是比起習近平提出的四點更加重視務實合作與
建設性管理的。這點從歐巴馬與習近平在 2013 年 6 月 8 日的莊園會談中就可以
清楚發現美國比中國更強調實質上的合作。當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究竟美國該做些什麼才能有助於中國和美國之間新型關係
之建設？」時，習近平回答之內容不外乎為「中國夢」、「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向和
平發展道路」、「中美雙方必須合作共贏」、「將強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與高層交流」
等等。然而，當話語權又轉回歐巴馬時，其強調的則為「軍事通信的重要性」、
「需要採取措施，以便制度化和規範化此概念」、「軍事與政治層面合作的重要
性」等等。12由此可知中國與美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之期望與定義有所不同，但
仍願意遵守以合作為前提的概念框架。
從上述中美官方發表之聲明，以及 2013 年 6 月 8 日之雙邊對話，可以發現
歐巴馬並未完全接受習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說法，而是只願意用
「新型關係」來代表此一嶄新的概念，筆者認為這個原因有兩種可能性：第一，
或許來自美國本身對中國之態度，尚未認可中國為一個可以與其擁有平等地位的
大國；亦或是第二，美國不願以大國關係看待雙邊外交，同時不承認雙方為大國
增加自身的外交彈性。另外，中美雙方雖然對於此「新型大國關係」有著不同的
解釋與期待，但對於「新」這個字的用法，似乎是同樣代表著「和平」與「合
作」的概念，至少在這一目標上是一致的。

11

自由時報，2014，
〈歐巴馬：美承諾與中國建立「新型關係」〉
，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050728，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12 日。
12
The WHITE HOUSE. 2013.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June 8.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October
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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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霸權衰敗論與中國崛起論之討論
「新型大國關係」由中國提出，以中美關係為核心，因應美國霸權衰敗論與
中國崛起論而生。「美國霸權衰敗論」的觀點反映國際社會關注於美國是否能夠
持續維繫全球主宰地位；「中國崛起論」則開啟國際社會對於權力分配重新排序
與配置的討論。國際關係學者在這兩派之間產生辯論，究竟美國是否真正衰敗，
中國的崛起又是否有能力取代美國之國際地位。新型大國關係與這兩派論述的相
關性為何？是本段欲檢視的問題。

（一）、美國霸權衰敗論
陳欣之在《遠景基金會季刊》中發表〈歧異解讀霸權衰落的美中戰略互動-單
及體系中權位轉換的認知因素〉一文，針對美國霸權衰敗論的各方學者論述整理
出以下四點。美國霸權衰敗論者認為，美國在 21 世紀將面臨重大挑戰，不僅美
國自身政經實力相對下滑，還有中國大陸崛起對美國霸權所產生的全面性挑戰。
首先，從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觀察，衰敗論者認為雖然美國自 1990 年代之後成
為全球權力頂峰的單極霸權，但從國內生產毛額來看美國經濟規模，其占全球的
比例卻呈現下滑的趨勢。13第二，美元不再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貨幣，歐元與人
民幣也開始在國際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再加上中國大陸是現今購買美國
國債的主要國家，使美國難以進行政策調整已是不變的事實。第三，衰敗論者認
為，自 2007 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過後，美國向全球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能力
逐漸下降，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自杜哈回合談判至今仍
未見突破，代表著美國領導建構的國際體制有改革的必要。最後，美國面臨的是
全方位的挑戰，多數的衰敗論者認為中國大陸將是未來最可能取代美國霸權的挑
戰國，這些挑戰涉及各個層面，包括國際影響力、經濟、軍事、價值規範建構、

13

譚中，2009，
〈評美國霸權衰落與台灣前途〉
，海峽評論：http://www.haixiainfo.com.tw/2207559.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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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等等。14
任何一種國際關係論述都會有其相反的論述，仍然有部分學者對於美國霸權
衰敗論不以為然，並對美國霸權穩定抱持樂觀看法。北京學者岳立在《國際關係
學院學報》中發表過〈誰能夠取代霸權衰落之後的美國-從《轉型時代》看世界體
系的發展〉一文，表示衰敗論者單從國內生產毛額之下降就認定美國經濟衰退是
非常狹隘的，從美國企業之數量與其所創造之財富來看，美國經濟實力仍然無庸
置疑。另外，岳立從軟實力的角度切入，表示美國自冷戰過後為全世界軟實力最
強的國家，其國家的科技、文化和教育實力等等，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因此即
便美國對於國際局勢之控制權有下滑，但其各個層次的國家發展之地位仍難以動
15

搖。 最後，對美國霸權樂觀者認為，只要美國所建構的國際建制存在，美國身
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對國際政治之影響力就必定有其深遠之影響。
綜上所述，雖然美國軟實力不容小覷，在國際建制中也扮演關鍵角色，但岳
立也不得不承認美國對國際局勢之控制權的確有下滑現象，雖然美國現在仍為許
多國際建制的國際規則制定者，但「世界貿易組織」的停擺使其致力於建立新的
戰略夥伴關係（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也是毋庸置疑。而陳欣之所整理的霸權
衰敗論觀點，統整且具體的從各方面指出美國整體實力確實有下滑趨勢，將成為
本篇文章筆者較為採納之觀點。由於美國對整個國際局勢之掌控能力下滑，因此
當習近平提出「希望以新型大國關係作為中美互動模式」時，美國的部分接受態
度便可理解。

（二）、中國和平崛起論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G. John Ikenberry 在 2008 年時，曾在 FOREIGN AFFAIRS
上發表一文“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並提出一個問題：「中

14

陳欣之，2014，
〈歧異解讀霸權衰落的美中戰略互動-單及體系中權位轉換的認知因素〉，
《遠景
基金會季刊》，15(1)：98-104。
15
岳立，2007，
〈誰能夠取代霸權衰落之後的美國-從《轉型時代》看世界體系的發展〉
，北京《國
際關係學院學報》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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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崛起對現今國際社會秩序將帶來什麼後果？」並在文章中提出討論：「中國
是否將有可能推翻現有秩序，甚至成為國際秩序決策的一部份？若有，那美國該
有何作為以維持其在中國崛起的同時仍保持現有地位？」16由此可知，中國崛起
已是不容小覷之事實，但中國是否會像其所聲明的「和平崛起」，以及其崛起之
實力究竟有無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各方研究的主要議題。
攻勢現實主義同時也是「中國威脅論」代表的著名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曾經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反對中國和平崛起論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米爾斯海默將美國對二次戰後面對到的威脅與其所採取的策略當作理
論依據，表示美國對於日本、納粹德國還有蘇聯在二次戰後所產生的挑戰，都採
取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態度，為了保持自身處在世界唯一超級強權的地
位，美國在這三個潛在對手的瓦解過程中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17另外，從中
國崛起即將面臨的問題以及中國發展過程中一定會採取的外交手段進行分析，中
國的發展勢必會先建立區域霸權，也勢必將挑戰美國在亞洲之影響力。依照上述
美國對於潛在對手零容忍的外交模式，美國將盡一切外交手段阻撓中國在亞洲地
區稱霸。米爾斯海默更在北京清華大學與現實主義學者閻學通就「中國能否和平
崛起」一題展開辯論，米爾斯海默認為，中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與追求國家利
益，也將盡一切外交手段試圖讓這股勢力趕出亞洲，最終，只有戰爭能將這種摩
擦局面畫上句號。18
延續米爾斯海默的觀點，英國學者 Stefan Halper 在 Foreign Policy 發表“The
China Threat - Can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make a peaceful hand-off of power to
authoritarian China?”一文指出，中國內部的叛亂和鬥爭是外界所看不見也無法預
測的，中國必須處理內部民族壓力的問題、城鄉發展極大不均、過時的共產主義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3042/g-john-ikenberry/the-rise-of-china-and-the-future-of-thewest#（October 20,2014）.
17
Mearsheimer, John. 2014.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5.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October 31,2014）.
18
閻學通、John Mearsheimer，2013，
〈閻學通對話米爾斯海默：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鳳凰
網：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yanxuetong/，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19 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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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執政黨的轉型，以及潛在的民族主義等等。以上這些問題都將使北京
為了國家發展而必須進行掠奪性的貿易外交，其所需要的龐大資源將使鄰國與非
洲地區感到威脅。總之，中國威脅仍是一個挑戰，並非合作夥伴。19
接下來將討論對中國和平崛起抱持樂觀看法的學者們之論述，中國大陸國際
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宋以敏，在《國際問題研究》中發表文章〈時代主題與中國的
和平發展〉，內容指出所謂的「中國和平發展」實際上就是一種官方的外交戰
略，作者更從中國的角度歸納出以下四點，表示新型的外交模式是中國在追求互
利共贏的原則下所做出的外交政策：
1. 中國新安全觀以相互安全為核心，對外關係以共同發展為核心。
2. 對各國予以政治上的相互尊重、共同協商；經濟上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文化上相互借鑒、共同繁榮；安全上則相互信任。
3. 重視全球性公共議題，積極推動與各國在各領域的多邊外交。
4. 外交行動與決策，必須作為國際上負責任的大國。
上述四點是宋以敏歸納出中國為了世界和平發展與人類共同利益所訂下的外
交戰略目標，作者認為根據上述四點可以了解中國已經確立了處理國際問題的基
本方式，更為中國的和平發展鋪好道路。20
大陸學者張蘊岭（Zhang Yunling）在其所撰寫的 RISING CHINA AND
WORLD ORDER 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崛起採用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並保證實
踐和平崛起，中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並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
國。」他指出中國對美國的外交戰略是以三個條件為原則。第一、認清美國是國
際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第二、中國將與美國在許多領域發展共同合作；第三、中
國將持續發展其軍事實力，並提高其自身在區域和全球中的國際地位。基於前三
項基本條件，使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對外態度絕對採取和平原則。Zhang Yunling 也

Halper, Stefan. 2011. “The China Threat - Can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make a peaceful hand-off of
power to authoritarian China?”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2/22/the_china_threat,（October 31,2014）.
20
宋以敏，2004，
〈時代主題與中國的和平發展〉，
《國際問題研究》
，3：5-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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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只要美國在進行外交決策時將中國的利益考量進去，那麼中國的發展也絕
對不會挑戰美國總體戰略和國際領導的地位，而所謂中國的利益也就是習近平所
提到的中國夢之發展「國家持續的經濟成長並社會繁榮」。21
與 Zhang Yunling 同樣駁斥「中國威脅論」的美國學者 David M. Lampton 在
2009 年時出版《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富、頭腦》中，從中國早期致力於發
展國防軍事力量，到改革開放後埋頭發展經濟和國家軟實力，至今這三方面的發
展中國都得到了明顯的成績，因此中國要發展成為綜合性全球大國是非常有潛能
的，並不僅限於武力或經濟實力，更由於中國政府為了人民所渴望的富足生活，
以及期望自身文化被他人所了解與喜愛的心情，中國會更盡力的發展於和平道路
上，不對世界構成威脅，以實現目標。

22

至此，我們可以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瞭解，宋以敏、Zhang Yunling 與 David
M.Lampton 都認為中國大陸為了國家快速發展時的國家安全，藉由訂定各項外交
政策來顯示其和平崛起的誠意，對於中國和平崛起抱持著樂觀的看法。換句話
說，中國以追求國家安全為目標，以外交政策為手段進行權力運用，只要其國家
安全沒有受到威脅，那麼中國也就不會成為世界秩序的威脅。
不論是相信「中國和平崛起」或認為「中國不和平崛起」，這些文獻都反映
出「中國究竟是否會和平崛起？」此論述，雙方之間的辯論已經在國際間受到一
定程度的關注。基本上各方均認可中國的確是處在崛起的階段，但問題在於崛起
後會採取何種外交戰略來維繫自身地位與因應國家內部需要，以及中國與美國之
間的關係是否會引起國際秩序的動盪。因此「新型大國關係」的提出似乎給了國
際關係研究者與上述兩方不同的答案，成為近期備受關注的議題。本文將透過中
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來討論，從周邊國家的友好到海洋戰略的發展，可以發
現其以國家安全為目的，外交政策為手段的亞太戰略，以及新型大國關係在中美

21

張蘊岭（Yunling, Zhang）. 2010. Rising China and World Order. British：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pp. 32-37.
22
華夏經緯國際新聞，2008，
〈美權威學者著書闡釋中國發展反對“中國威脅論”〉，
http://big5.huaxia.com/xw/gj/2008/00797104.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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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延續上述美國霸權衰敗論與中國崛起論之探討，中美之外交互動充滿著複雜
性與各種矛盾。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與國際經濟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 2006 年時共
同出版《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的中國強權》一書中清楚的解釋了中美雙
方之矛盾：
……兩強高度相互依賴，更加重其間的複雜矛盾。中國是美國第三大貿
易夥伴，第二大進口國，美國對外採購的貨品，有八分之一以上來自中國。
中國賺到的美元，用來買美國公債，挹注美國交費者與政府的巨額透支。今
天，中國政府是美國的第二大外國官方債主，握有數千億美元的美國金融資
產。同時，美國是中國第一大雙邊貿易夥伴與出貨地，也是重要的投資、技
術與專才來源……。23
面對雙邊如此錯綜複雜的情勢，國際關係研究者產生了兩派的論述，如米爾
斯海默和 Stefan Halper 認為，中美衝突勢在必行；另一派學者如 Zhang Yunling
和 David M.Lampton 則強調中國會基於國家內部發展安全之理由而和平崛起，為
了避免衝突，中美未來走向合作是有可能的。
就美國而言，其所面對的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一個與美國民主概念截然
不同的極權國家，除了中國自己不斷強調的「和平發展」以外，沒有人能確保在其
發展過程中不侵犯到美國及其盟國之利益；而中國的發展在未來也將面臨不斷被
要求更開放、更民主的政治環境，這將是中美關係中不可或缺的一環。24
國際事務評論專員 Dilip Hiro 則在其 After Empire：The Birth of a Mutipolar World
一書中提出與上述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民主」是個抽象的概念，可以被操作，中
國甚至可以尋求解決方法。中國式的民主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認為好的政府要能

23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國際經濟研究院（IIE），2006，
《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
的中國強權》，台北：聯經出版，18-19。
24
同上，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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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調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利益，並且共同追求富國強兵。25在二次戰後，中國與
大多數的亞洲國家一樣，選擇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政治模
式與意識形態，不論是否關乎民主自由，這都讓美國欲再次控制亞太地區產生挑戰。
綜合上述文獻之討論，複雜的中美關係若欲降低衝突的可能性就需要新的互
動模式，而「新型大國關係」在此就扮演了非常關鍵性的角色，雖然從政治、意
識形態、經貿互賴關係等等的角度來看，中美之間存在許許多多的分歧，但若在
未來「新型大國關係」此一概念能有近一步的框架、規範或架構，都有可能對中
美競合產生新的一套模式或影響。而中美雙方究竟對於此一概念的重視程度為
何，就要看未來在國際場合上之互動來進行觀察與研究。本篇論文將帶入「新型
大國關係」在中美雙方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在中國崛起威脅論與美國霸權衰敗論
中找出第三條中美外交互動模式的可能性。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在眾多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一直都是屬於重要之論述，經過長期的辯
論，不乏對其進行修正或批評的理論內涵，新現實主義就是以修正傳統現實主義
中對於「權力」詮釋為主，主要的代表學者有 Kenneth Waltz、Stephen Krasner、
Hedley Bull 以及 Robert Gilpin 等人。26新現實主義同樣強調權力與實力的重要
性，傳統現實主義將追求權力與國家利益極大化視為國家決策與對外行動之目
標，而 Waltz 則將權力視為國家外交行動之手段，追求國家安全為目標。27國家為
了擴大權力保障安全，在無政府狀態下的社會本質就是衝突，合作終究會失敗。
新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 Waltz 在 1979 年的著作《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25

Dilip Hiro 原著，李飛譯，2013，
《緊盯美國是錯的：你需要看懂世界趨勢的新方法》
，台北：
大是文化。
26
吳玲君，2001 年，
〈中共 APEC 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
，《問題與研究》，
40(3)：2-4。
27
Kenneth N. Waltz. 1959.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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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提到了其強化傳統現實主義的一項重要理論「權力平
衡」，Waltz 認為權力平衡理論就是國際關係的獨特之處，並以此作為解釋國際關
係變遷的基礎，進而強調整個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外交行為的影響。Waltz 發現
一個國家的長期外交政策有保持權力平衡的規律性，因此用體系的概念來解釋，
並提出新現實主義的兩個核心概念：體系與結構，國際體系間的主要行為者仍然
為主權國家，國際體系之間的互動原則仍是無政府狀態，每個國家都必須為求生
存而自力救濟。

28

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外交決策是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為了確保他國不會
侵犯自己，比起絕對利益（absolute gains），國家更重視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因為從絕對利益的角度上來看或許已經非常足夠，但從與他國的相對利
益來看或許還是不足以抵抗對手之勢力。29在上述國家以追求生存與安全為至上
原則的前提下，國家彼此將「能力」視為擁有權力的要素，因此對 Waltz 而言，
「權力」就是國家保障生存與安全的「手段」，並非如同傳統現實主義者所認為
的「目的」。30不論何種推論，新現實主義主要從國際體系層次出發，強調體系的
結構性壓力對國家對外行為所產生的影響。31
此派學者雖然對於國家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有不一樣的想法，但幾乎都認
同國家會利用加入國際合作或國際組織的方式，來擴大或保護自身利益。32國際
合作與機制的產生之所以存在些許的可能性，主要是因為霸權國家會為了創造出
對其自身更有利益的競爭規則而建立與維持國際合作機制；而開發中國家則有可
能集體加入國際合作機制來改變或創造新的國際規範以保障自身利益。33由此我
們可以了解，從新現實主義看中美關係，美國就是新現實主義中的霸權國，為了
28

Ibid. p.117.
Ibid. p.196.
30
Ibid. p.131.
31
鞠德風、董慧明，2010，
〈中共崛起的理論與實際：國際關係理論的檢視與分析〉，
《復興崗學
報》
，100：138-139。
32
Gilpin, Robert. 1984.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38(2)：87.
33
Krasner, Stephen D.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6-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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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對其更有利益的國際建制，而加入國際組織與建立國際合作機制，成為遊
戲規則的制定者；中國就是發展中國家，在國家發展的同時努力加入不同的國際
合作機制來改變或創造新的國際規範以保障自身利益。當兩國同樣都以現有的國
際權力與國家實力當作手段時，其中影響中美外交互動的就是體系與結構，美國
為了保障其既定的霸權地位，中國為了爭取因應其國家發展所需的利益，因此在
外交政策中採取不同的模式與決策。
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社會的「權力平衡」以及整個「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
外交行為的影響，從上一節的「美國霸權衰敗論」到「中國崛起論」來看，國際
結構正在轉變，中國大陸越來越龐大的勢力，勢必影響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
位，就「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美國勢必會打壓中國大陸崛起的勢力，以便維
持長期以來的霸權地位與各國強權之間的平衡關係。
本文將採取「新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探討美國與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
外交政策，一方面維持「權力平衡」以維護區域安全；另一方面則是雙方就「國
際建制」部分所採取的策略，既定霸權國美國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阻
擋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則聯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會員國建立「東南亞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以維護自身國家利益。

二、 研究方法
本文將採用質化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文獻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此研究方
法是先蒐集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資料，再將其進行文獻辯論分析，藉由文獻
資料來支撐研究者對於此研究主題之理論。文獻分析法的優點是可超越個人的經
驗與視野，廣泛涉及前人在各領域的調查成果，突破自己調查研究的侷限性，且
讓自己的論述言而有據，因此有「如同站在巨人的肩頭向前看」之稱。34
文獻分析法使用文件、歷史資料、檢視歷史紀錄，並客觀的分析、評鑑這些

34

王玉民，1994，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
，台北：洪葉文化，24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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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倫敦政經學院的創辦人韋布夫婦 Beatrice Webb 和 Sidney Webb 將文獻與文
件之定義分開來：「文獻」資料是包括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期刊、專刊、報章雜
誌、網路平台、書籍、學術論文、研究計畫等等，而「文件」則是包括會議紀
錄、政府官方資料、法令規章、國際條約、宣言等等，其差別在於「文件」本身
就是一個事實，「文獻」則是經過文件或他者依據文件而產生之資料。35由於本研
究之「新型大國關係」議題是較新的概念，因此將廣泛採納自 2012 年「新型大
國關係」被提出後中美雙方政府相關部門之聲明稿，加上涉及亞太地區之官方外
交互動資料，例如 2013 年的歐習莊園會談，以及今年（2015）於北京舉辦之亞
太經合會之官方資料，都將成為本文在第四章進行亞太競合分析時重要的文獻資
料。
除了中美官方釋出之資料對於本文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外，為了研究雙方在亞
太之競合，亞太國家政府部門所釋出之經濟與軍事回應也非常重要，因此本文也
將參考日本、北韓、南韓、亞太經合會之政府部門的外交資料。另外，由於官方
釋出的資料有限，仍需要第二手資料輔佐研究者之觀察，進一部探討中美雙方勢
力在亞太地區之影響。在 2012 年「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之後出版的刊物與書籍
更具有參考性，了解學者間對於此概念之看法與論述；2013 年之後也有關於中美
關係之書籍刊物出版，針對「新型大國關係」進行討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以探討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核心，從中國大陸與美國在亞太區域之競合
來檢視雙方外交政策，自 2012 年「新型大國關係」提出後中美雙方針對政治、
經濟與軍事分別採取何種外交戰略。中美雙方長期以來都不斷藉由外交手段試圖
取得亞太地區的主導權，因此不論在國際組織、國際經貿或軍事方面的對峙都可
35

何景容，2008，
《政治學研究方法》
，台北：韋伯文化，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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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雙方競合的端倪。另外，由於中國大陸與美國各自所提出的亞太政策，以
及在勢力範圍實際上衝突的部分以東亞為主，因此本文所討論的「亞太地區」將
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之成員國為限。
政治外交上中國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友好關係，美國加強與亞洲地區盟國的合
作關係；經濟上從兩個經濟貿易協議進行觀察：「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
議」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此兩大協議為中美雙方的亞太
戰略布局扮演何種角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為美國拓展與亞太
國家經貿關係的跳板，可討論美國積極主導的政治與經濟目的為何；「東南亞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以東協為主導核心，在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經貿網中
也扮演重要角色，雖然東協各國對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勢力擴張抱持不同態度，但
本文主旨並非再深入討論東協。
軍事上，中國大陸與美國雖然對於建構「新型關係」的目標達成共識，也在
每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中達成多項合作，但雙方在傳統安全方面卻
仍然有所衝突。美國與亞洲盟國的軍事關係緊密合作，中國大陸發布 2015 年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表達其軍事戰略目標。本文在第四章節，整理中美雙
方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整理後，發現雖然中美對於此概念的內涵仍有分
歧，但「和平」與「合作」是中美現階段的共識，因此在第四章節將會透過傳統
安全層面及非傳統安全層面進行探討，中美是否能建構對彼此的互信基礎。在傳
統安全議題上，中美間的競合議題許多，但本文將著重探討中美雙方在「南海議
題」上的立場與態度；在非傳統安全上，中美間之合作議題從海盜、走私毒品、
人口販賣、反恐、到能源合作氣候變遷等等，但由於每項議題複雜，本文無法將
其全部列出並深入探討每項議題中美之間的競合，因此在本文第四章中，將著重
討論中美對於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合作之議題。
進入 21 世紀後，國際之間對於「中國崛起」之論述較無異議，且由於中國
崛起與美國面對此崛起的回應在 2008 年歐巴馬政府執政後提出「亞洲再平衡」
17

後開始確立，因此本文將以 2008 年過後之美國外交政策資料開始進行蒐集，希
望可以從中分析 2012 年「新型大國關係」提出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
「亞洲再平衡」之論述則是歐巴馬總統於 2011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非正式首腦
會議所提出，中國大陸的崛起遇上美國的「亞洲再平衡」策略，再加上 2012 年
「新型大國關係」提出之因素，中美互動究竟是否會有不同以往的大國外交模式
產生，2014 年 11 月份亞太經合會之北京會議將會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

二、 研究限制
本文從中美雙方在亞太之各層次的競合關係來探討「新型大國關係」在雙邊
外交決策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文獻之蒐集大多仰賴中美兩國官方部門的資料，例
如白宮發表的新聞稿、國務院、國防部之文件，但由於此研究涉及之議題廣泛，
經濟外交軍事戰略等機密性較高的文件要取得第一手資料極為不易，因此大多時
候仍需二手資料之輔助。
中國外交方面的資料除了學者論述與新聞雜誌評論之外，官方資料也必須密
集蒐集，但由於中國官方資料之公布有限，筆者也難有機會與中國官方進行外交
決策者進行訪談，因此還須從美國與亞洲其他國家拼湊才能得到較接近完整的資
訊。另外，在美國加強與亞洲盟國友好關係的研究中，美國與日本與南韓均擁有
特殊的雙邊外交與同盟關係，有些資料可以從日本及南韓政府部門中取得；中國
大陸與俄羅斯、東協等周邊國家的友好政策也可從俄羅斯或東協的官方文件中獲
得，但由於筆者不黯日語、韓語、俄羅斯及其他亞洲國家之語言，因此在收集料
的過程中，有些資料只能參考經過翻譯的文本。只能採用英文版本或中國大陸翻
譯之文件資料作為本文之參考文獻。另外，在亞太地區中北韓也是影響區域安全
舉足輕重之角色，但有關北韓之資料十分稀少且難以取得，因此上述幾點也都將
成為本研究論文之困難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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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並以新現實主義與戰略理論為研究途徑，
分析美國在平衡戰略與中國和平崛起之亞太戰略將如何相互競合，進一步了解習
近平所提出之「新型大國關係」與美國對其概念之定義與期待，又將如何影響雙
方在亞太地區之國際戰略。從緒論、本文到結論，本論文共分為五大章，討論上
述幾項問題。
第二章將以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作為主題，探討美國在中國崛起論與
美國霸權衰敗論的挑戰下，對亞洲地區所做出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外交政策。一
方面美國加強與亞洲地區盟國的合作，例如日本、南韓、新加坡等等，另一方面
則是積極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目的與經
濟目的為何。軍事上，美國面對中國大陸不斷在海洋軍事上的發展突破與挑戰，
表示將提升在太平洋上的軍事部署，並在近年來多次聯合中國大陸的周邊國家進
行聯合軍演，在南海地區更是與中國大陸衝突不斷，以上這些外交行為成為美國
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第三章將會先探討中國之亞太政策，從政治、經貿到軍事戰略，解析中國如
何與周邊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在國家快速發展的同時，為了不讓各國對自身的疑
慮影響中國之發展，因此採取了那些合作措施與外交互動。從「東南亞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來觀察中國試圖創造之區域經貿合作之遊戲規則與美國所主導之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將會有何不同，而「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近年不斷發展的海洋戰略，又將會對亞太地區造成
何種影響。在 2015 年中國大陸官方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中國大
陸在軍事上的國家利益，並且說明其未來的國防發展重點 。
第四章將回到本論文之主要探討的關鍵性概念「新型大國關係」進行討論。
從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的互動進行分析，傳統安全以
「南海議題」為主要討論內容，非傳統安全則以近年來中美雙方積極談判合作的
19

「能源安全」與「氣候變遷合作」為主要探討內容。
最後一章結論的部分，在二、三章對中美雙方之亞太戰略進行詳細的介紹與
分析過後，將綜合上述中國在亞太地區之外交戰略，與美國在亞太地區之外交戰
略進行總整理，並帶入第肆章「新型大國關係」之概念，以提出未來中美在亞太
地區競合之可能性為何，中美雙方是否有可能找到下一個平衡的互動狀態，對本
章第一節之研究目的進行回應。
「新型大國關係」在 2012 年過後對中美雙方之外交互動究竟扮演如何之角
色，為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問題。從文獻分析中了解中美雙方對此概念之定義與期
待有所不同，但均承認此為「和平」與「合作」之概念。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過
去兩年中的發展與未來有無實際化的可能性，將是本章主要探討的重點。
最終提出中美雙方現今的外交互動模式，及台灣在這兩大勢力下的外交因應
存在何種可能性。在此想特別說明，中美關係之互動錯綜複雜，並非能完全如同
章節安排將中美之亞太戰略完全分開來討論，因此在章節當中也會有相互影響之
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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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亞洲再平衡」之戰略布局
美國自 2009 年歐巴馬總統上任後，表示未來將把重心放至亞洲地區，從經
濟層面來看，主要是因為美國受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衝擊，陷入經濟困境
當中，而中國則發展成為一個勞動力充足且市場龐大的經濟體；從軍事層面來
看，冷戰過後，美國不斷將軍力投入阿富汗及伊拉克的戰爭當中，將焦點集中於
中東地區，然而中國經濟實力崛起後伴隨的是試圖突破美國在二次戰後所設下的
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戰略圍堵布局，使得美國不得不將重心拉回亞洲政經事務
上。36換句話說，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美國被大西洋與太平洋環繞，因此，
就美國的國家安全來考量，最好的狀態就是將太平洋與大西洋相鄰的國家納入其
勢力範圍當中，往大西洋有北約同盟，往太平洋有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的軍事部
署。然而，自中國實力增加後，亞洲許多國家的立場開始動搖，美國將關注力轉
向亞洲地區，不僅需要鞏固其既有的同盟國，像是韓國與日本，更需要建構與南
亞、東南亞國家的夥伴關係，例如泰國、澳大利亞及菲律賓等。
「重返亞洲」的概念自 2009 年提出後經過三年發展，2012 年美國國防部長
Leon Panetta 進一步推動「亞洲再平衡」的戰略布局，平衡的是權力，而過去與
美國霸權為敵，能與美國抗衡的另一股勢力是蘇聯，這次美國針對的對象則是中
國大陸。37事實上美國的勢力從未離開過亞洲，否則中國大陸何必積極發展海洋
軍事戰略，並試圖突破第一、第二島鏈。其大張旗鼓的宣布「重返亞洲」突顯出
了美國外交政策明確的企圖心，讓亞太地區在政治立場上搖擺不定的國家，必須
面對傳統霸權國與新興強權國的權力平衡。
本章要討論的重點主要是從美國 2009 歐巴馬上任後的「重返亞洲」開始出
發，美國安排的亞太戰略布局如何，從政治上強化盟國友好關係，到經貿上主導

36

宋鎮照，2013，
〈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
，海峽評論：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57.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5 日。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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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圍堵中國大陸，再到重新安排亞太地區軍事部署，各
領域層面的積極投入亞太事務當中。

第一節 政治：「前進佈署」戰略
相較於亞洲地區，小布希政府時期偏重於中東地區的軍事安全穩定，其造就
的結果不僅是使國家陷入經濟危機與長期的軍事耗費，也使美國錯失了亞洲地區
區域整合型塑之主導權。2009 年歐巴馬上任後，積極走訪亞洲國家，並多方的建
立雙邊合作關係。2010 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訪問亞洲國家時，在夏威夷以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為題發表演講，說明「前進佈署」
（forward-deployed）的概念，其內涵代表著美國已經「將全方位的外交資源，派
遣到亞太地區的每個角落與首都，其中包括最高級別的官員、發展專家、處理緊
急問題的團隊。」38而此目的是為了建構區域性機構、促進盟國團結整合。因
此，加強盟國之間的合作是美國「亞洲再平衡」的第一個首要目標，而合作的內
容自然包括了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合作，本節主要探討的是其對於亞洲地區國家的
外交安排為何，從鞏固同盟國到擴大夥伴關係，以及積極參與亞太區域組織，美
國將如何進行全面性的外交布局。
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所表示的脈絡下，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歷史將在亞洲譜
寫，因此「前進佈署外交」策略將透過三個主要目標進行：「第一、打造未來的
亞太經濟；第二、保證亞太地區之安全；第三、支持加強民主體制和傳播普世的
人權價值。」39第一點，打造亞太經濟說明了美國欲主導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企
圖心，從《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之主導權便可了解；第二點則是後
面章節會談到的美國亞太地區軍事部署，在歐巴馬指出「亞洲再平衡」之後的美
國亞太地區軍事規劃可以發現與小布希政府是有所不同的。不論是第一或第二點
38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0.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October 28.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June 15, 2015）.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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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美國欲建立以其為核心主導的亞太區域整合，都免不了與亞洲地區國家
的合作，此時與亞洲各國維持友好的關係來穩定區域就是非常重要的，同時也能
避免中國的快速崛起而威脅到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
希拉蕊在此次演講中也明確點出與盟國之間的合作關係仍然是此「前進佈署
外交」的重要戰略基礎，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40以下將
逐一介紹上述五個國家與美國的建交同盟關係。首先，美國的外交戰略將與日本
的同盟關係列居首位，並直接表明日本是美國與亞太地區進行接觸的基石。《美
日安保條約》從 1960 年在華盛頓簽屬互助條約，至今（2015 年）也已經 55 年，
其互助內容從冷戰時期的軍事安全保障，到冷戰結束後的經濟互助合作，再到小
布希上任後的反恐政策，使得美日同盟又再次回歸以軍事合作為最優先的合作議
題上。41直到近年來歐巴馬總統上任後的「重返亞洲」政策，就地理位置而言，
日本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重要的影響力延伸，加上中國大陸總體實力崛起，使亞
洲地區安全陷入不穩定狀態，《美日安保條約》也變得更為重要。
《美日安保條約》為美日關係的基礎，將在本章的軍事部分進行較多的討
論。另外，美國與日本在經濟方面的合作已久，在 2012 年 10 月於西雅圖的美日
委員會上，時任美國商務部代理部長的 Rebecca Blank 於會議上表示：「過去五
年來，美日兩國攜手合作，透過加強貿易和商業關係共同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兩
國之間的友宜加深。」42從上述美日關係的轉變來看，顯示了日本與美國的關係
密不可分，以《美日安保條約》為美日互信基礎，結合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合作，
讓美日關係更為穩固，使國際社會對於日本的定位成為美國在亞洲勢力的延伸。
另一個與美國關係密切，在亞洲地區也頗具影響力的國家為韓國，二次戰後
美國與蘇聯將朝鮮半島一分為二，各自佔領南北韓。1950 年時，北韓領導人金日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0.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October 28.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June 15, 2015）.
41
楊鈞池，2005，
〈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例〉
，《復興崗學報》
，84：165-190。
42
IIP DIGITAL｜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 “U.S.-Japan Friendship Grows Through Economic
Cooperation.” October 10.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12/10/20121010137288.html#axzz3rLic5W8E
（October 5, 201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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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執意統一韓國而攻擊南韓，支持其行動的除了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之外，還包括
中國領導人毛澤東。43美國為了防止南韓也被共產思想所赤化，因此投入兵力支
援南韓展開韓戰，「韓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爆發的第一個熱戰，也
可以說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強勢力的較勁。「韓戰」爆發至今也已過了 65 年的時
間，對於美國而言，此不僅代表美韓的盟國關係建立之長久穩固，也代表著美國
的勢力事實上就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美國與南韓所共同承擔的威脅和挑釁最
顯而易見就是北韓的軍事與核武，例如 2010 年的「天安艦事件」又讓南北韓關
係進入緊張狀態。此事件為南韓軍艦在巡視海域時沉沒，造成 46 位軍士官兵身
亡，而南韓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天安艦是因為北韓的潛艇發射魚雷，在水中爆
炸而沉沒，北韓強烈否認。事發後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到中國訪問，受到中國高規
格禮遇，中國大陸官方表態希望避免南北韓關係持續惡化而引發不必要的戰爭，
也使金正日同意重返「六方會談」，此次訪談的結果呈現出了中國大陸對於北韓
的影響力。希拉蕊也利用與中國舉行第二屆「戰略暨經濟對話」時，呼籲北京政
府施壓北韓。44如此，態勢已然明顯，美國與南韓的盟友關係很大一部份是在軍
事上有共同的敵人。
澳大利亞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國之一，雙方於 1940 年建交。澳大利
亞地處太平洋、南中國海與印度洋，三大海域之交集處，因此在亞太地區佔有中
要的戰略地位，再加上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親美，在
國際事務中的態度與美國採取一致，使其成為美國拉攏同盟對抗蘇聯的最佳選
擇。45美澳兩國更進一步的同盟關係從 1951 年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開始。美
國自歐巴馬政府主政後，2011 年歐巴馬訪問澳大利亞，並宣布將在澳大利亞北部
港口城市達爾文長期駐軍，更表明希望在未來幾年內可以將達爾文建設為大規模

43

徐相文，2006 年，
〈毛澤東與韓戰：介入背景、決策過程和動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頁 1。
44
林正義，〈天安艦事件後朝鮮半島緊張：台灣的觀點〉，
《台灣新智庫》。
45
丁盈，2013〈美澳同盟-親密但並非無間〉
，《大江周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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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指揮中心。46這樣的合作關係不僅是美澳之間軍事合作最標誌性的里程碑，
更被外界認定為歐巴馬重返亞洲戰略布局的一環，也是美國對中國頻頻在南海地
區的行動所做出的回應。47
美國與泰國之間的同盟關係始於 1954 年的《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又稱
《馬尼拉條約》，以及之後於 1962 年簽訂的《泰美外長聯合聲明》。《東南亞
集體防禦條約》締約國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法國、英國、巴基斯坦、菲律
賓、泰國與美國共八個國家，主要目的是防堵中國與北越的共產主義勢力擴張，
但因國家陸續退出無法運作已於 1977 年解散。481962 年發布的《泰美外長聯合聲
明》則被認為是美國對泰國安全的保證，內容表示當締約雙方其中一方遭受外來
攻擊時，另一方需給予軍事援助，美國也承諾給予泰國最大限度的人力與物力支
援。49此項聲明發表過後，美方擴大了駐泰美軍的規模，在之後美軍的海外戰爭
中，泰國的港口和機場在武器裝備和後勤補給運輸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越
戰、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50
泰國與美國也在 2012 年時簽署延長軍事同盟協議，內容與 1962 年的《泰美
外長聯合聲明》並無異，目的是強調雙方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與軍事合作協議。
美國國防部長 Leon Panetta 在該次簽約時表示：「這項協議的目的是加強泰國軍
方在區域安全上的有效作用。將泰美軍事聯盟推進 21 世紀，有助於加深雙邊的
友好關係，並更有效的應對我們在這個地區共同面對的威脅與挑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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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蕊於 2010 年訪問亞洲時所發表的「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演講中，提到美國與泰國已於 2010 年夏天簽署《創造性夥伴合作關係協
議》（Creative Partnership Agreement)》，並表示根據該項協議，泰美兩國的大學
與企業將會共同促進泰國創新部門與經濟發展。52筆者認為希拉蕊在演講中特別
強調此合作關係，凸顯了美國不僅希望加強與泰國之間的軍事合作，更試圖拉攏
泰國的民間傾向美國。更加展現了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中，除了軍事布局之
外，加強與盟國的友好關係也是美國戰略布局的一環。
美國在亞洲地區的五個盟國包括上述的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泰國以及接
下來要討論的菲律賓。菲律賓於二戰後 1946 年獨立，但當時國際社會進入冷戰
狀態，菲律賓對於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占據重要地位，因此美菲雙方於
1947 年簽訂《軍事基地協議》，此協議讓美國可以將軍隊駐紮於菲律賓的軍事基
地中，雙方又於 1951 年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內容表示當雙方其中一方遭受
攻擊時，另一方將提供軍事上的協助，且此條約具有永久效力，除非其中一方提
出終止要求。至此，美菲軍事同盟成形。53
美菲《軍事基地協議》1991 年到期，冷戰結束，菲律賓政府欲拿回國家軍隊
的自主權，因此否決美菲《軍事基地協議》的延續，美軍也於 1992 年底全數撤
離菲律賓。但在 2008 年過後，中國大陸勢力快速崛起，與東盟、日本在海洋領
土上的衝突加劇，菲律賓又與中國大陸在黃岩島主權的爭奪激烈對峙，因此當
2009 年，歐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洲」政策後，使美國與菲律賓的《軍事基地協
議》談判恢復可能性。542014 年歐巴馬訪菲簽訂了一項十年《加強防務合作協
議》，55又被稱為「新美菲防務協議」，菲律賓的目的是希望透過美軍增強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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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實力以對抗與中國的黃岩島紛爭，對美國而言正好成為「重返亞洲」的戰略
布局之一。
從上述美國與五個盟國的合作關係可以看出皆源自傳統安全合作領域，美國
也試圖加強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計畫來加強與盟國之間的友好關係，從不同層
面的合作來加深彼此依賴關係。除了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泰國與菲律賓這五
大盟友的亞太布局之外，美國也積極拉攏其他亞洲國家，例如印尼、印度等，目
的是讓這些亞洲國家強烈感受到美國存在於亞洲，當亞洲國家面對中國崛起時，
還有以美國為後盾的安全層面上的保障，不至於全面倒向中國。56
美國與印尼於 2010 年 11 月簽署了《全面夥伴關係協定》，雙方同意在安
全、氣候、貿易、教育及能源等方面進行全面性的合作計畫，顯示了印尼與美國
同盟的重要性提高。美國也於今年（2015 年 6 月)與印度簽訂《2015 年美印國防
關係架構》的十年軍事合作計畫，其中開發項目除了包括太陽能、無人機、軍機
引擎、航空母艦等等，未來十年更將著重於海上安全的合作，明顯對中國於南海
地區的頻繁動作做出警告。57
在希拉蕊 2010 年於夏威夷的「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演
講當中，也提到了美國與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與紐西蘭等亞洲國家均朝向增
加貿易合作與民間交流努力。並強烈表示美國與亞洲地區的接觸都是透過盟國、
合作夥伴與多邊機構，藉此來強調美國亞洲盟國的重要地位。58依據希拉蕊所表
示的多邊機構部分，美國不僅於 2009 年簽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又
於 2010 年加入東亞高峰會，積極參與亞洲地區的多邊合作平台，以利於美國影
響力的施展。筆者將在下一節討論關於美國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上
的主導，顯示出多邊合作機構做為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重要性。

56

宋鎮照，2013，
〈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
，海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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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貿：「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之領導
自 21 世紀以來，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快速，隨著經濟成長，此地區的戰略
地位也明顯上升。59歐巴馬上任之後，不僅宣示「重返亞洲」，更不斷調整其在
全球範圍內的亞太戰略布局，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等等。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
略布局當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不外乎是在經濟戰略上取得優勢，其中以積極推
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最為顯著。
「經濟戰略」包括經濟目的與政治目的，從經濟目的來看，對美國而言，與亞洲
地區經濟實力崛起的新興國家進行自由貿易，降低關稅成本絕對是有利於國家經
濟成長並增加出口量；對亞洲地區國家而言，與美國這塊廣大市場進行交易所獲
得的利潤也是不容小覷。就政治目的來看，在 WTO 制度下的國家間貿易協定的
簽訂，一方面拉近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關係，為彼此增加貿易額，另一方面也使國
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更為緊密，不失為政治戰略布局的一環。
中國大陸的崛起，使美國不僅需要透過拉攏亞洲地區盟國的合作關係，更需
要從多邊經濟合作平台介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當中，美國可以透過經濟戰略布局
滲透其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以同時達到經濟目的與政治目的。美國「重返亞
洲」的戰略不論從政治、經濟、軍事層面來看，都是環環相扣的，因此本節將會
從經濟目的與政治目的去分析美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是如何形塑，以
及其對美國的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為何。

一、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緣起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前身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由新加坡、汶萊、智
利和紐西蘭四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59

張司晨，2013，
〈美國借助 TPP 重返亞洲對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影響〉，
《學術交流》，231(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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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成員國（P4）於 2005 年簽訂，是一份小國之間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60
事實上這份協定早在 2002 年時，就已經由智利、紐西蘭與新加坡發起簽訂「太
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夥伴」（The Pacific Thre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P3
TCEP）的活動，直到 2005 年時，TCEP 決定將此協定於 2006 年付諸實行，並加
入汶萊（P4）。61
美國在 2008 年決定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更在
2009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高峰會上宣布加入，顯示出美國欲主導新型亞太地
區自由貿易規則的企圖心，並在隨後取得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的主導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也立即成為全球焦點之一。緊接
著，在美國的影響下，澳大利亞（2008）、祕魯（2008）、越南（2008）和馬來
西亞（2010）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會員國陸續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P4 也決定將其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62墨西哥與加拿大也在 2012 年相繼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
美國的加入與主導，促使「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快速發展，不僅展開多
輪的談判，更從制度層面讓「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產生整體性變革，展現出
美國規範性強權的影響力。直到 2013 年，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其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不僅對原先的內部成
員產生影響，更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衝擊，可以說是繼美國加入該協定後的第二
個里程碑。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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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希望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塑造為一個高標準、高品質的貿
易協議，因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之所以成為國際經貿合作最備受矚目的
焦點還有一個原因，也就是被稱之為「白金標準」的高水平合作，此標準被認為
是 21 世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規則，表示其協定內容終將勞工、環境、智慧財
產權等相關議題的標準提高，不僅在合作內容項目上超越以往的 FTA，更是追求
百分之百的貿易自由化。然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參與國經濟發展水
平不一，這樣的「白金標準」也有可能成為阻礙談判進程的因素。
至今年 （2015）三月份「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於夏威夷召開首席談判代
表會議，本次談判主要討論有關生技製藥之智慧財產權規則、原產地規則、市場
進入、電子商務以及國營企業等議題，並無任何突破性進展。根據經濟部國際貿
易局所公布的資料，「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已談成的議題包括競爭及商業促
進、合作及能力建構、跨境服務貿易、關務、發展、法規調和化、中小企業、電
信、自然人移動等章節之談判。64

二、經濟層面的考量
自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經濟受到強烈衝擊，國內經濟狀況
跌宕、衰弱不振，到 2009 年時失業率更高達 9.4%；歐洲則是爆發債務危機，至
今仍未能解決；反觀亞洲國家受到的衝擊比歐美國家小，且市場運作狀況良好，
因此，在歐巴馬的任內必須尋找一個能快速恢復美國經濟增長的貿易市場。亞太
地區長期以來為美國農產品和服務業的主要出口市場，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則是幫助美國在進入亞太市場開啟一扇門。65
為了重振美國經濟，歐巴馬在上任後於 2009 年提出《2010 年貿易政策議程
和 2009 年年度報告》，此報告訂出了在未來五年內美國出口倍增計畫，目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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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貿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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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學報》2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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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五年內美國出口翻倍，並增加就業率。為了達成此一目標，美國將全球出口戰
略轉向亞洲地區，以促進此地區廣大的市場貿易活絡來刺激美國產品出口。因此
美國積極投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主導中，試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
的多邊貿易協定框架，吸引其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加入以拓寬亞太市
場。66
自「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1986~1994）談判之後，全球性的多邊貿
易協定進入停滯且難以突破困境，因此許多國家轉為拓展區域性合作的方式，而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就如同一快跳板，使美國得以透過他進一步打開亞洲
市場的大門，為美國企業創造投資和擴大出口的機會，也將成為美國繼「北美自
67

由貿易區」之後的第二個區域性自由貿易協議。 美國的企圖心就是希望在亞太
地區經濟合作模式的塑造過程中，由美國主導，建構出最有利自身的經貿合作模
式與規則。

三、政治層面的考量
對大國而言，建立區域貿易協定從來都不只是追求純粹的經濟目標。68美國
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除了上述的經濟層面考量外，當然也包括了
政治層面的考量。69筆者認為美國積極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政治考
量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點：第一、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成為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之一；第二、制衡中國崛起。以下
將就這兩點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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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緣政治的考量，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之一
美國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積極，再加上歐巴馬宣示的「重返亞
洲」的外交政策，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美國最明確的戰略目標就是加深其在
亞洲地區的影響力，並掌握主導權，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藍圖，正好
位於符合美國欲拓展勢力範圍的亞太地區。美國國務卿 Hillary Clinton 曾在美國
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一篇文章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文中表示，美國
過去幾年將財力物力大量投入耗費高昂的中東地區，而未來美國將把資源投入亞
洲地區。70因此，美國如同上述筆者所討論，「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對美國
而言就是一塊可以名正言順介入亞洲事務的跳板，讓亞洲地區在進行區域整合
時，不得不考量到美國的利益，換句話說，美國只要發揮其結構性強權的影響力
就可以獲得大量的政治利益。
「重返亞洲」包括各種層面的議題，美國不論從政治、經貿或軍事方面著手
介入都有其一定的代表性，2009 年歐巴馬上任後的積極走訪亞洲地區國家凸顯出
重視亞洲地區盟國的重要性；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積極主導與推動則
凸顯出美國在經貿上欲成為亞太地區具有規範力霸權的決心。

（二）制衡中國崛起
近年來中國經濟成長迅速發展，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隨之而來的就是
中國對亞洲的區的影響力也逐漸擴大，尤其在亞洲地區經貿格局中不僅掌握關鍵
話語權，更成為推動者之一，而美國所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其中的
目的就包括在經濟上制衡中國，稀釋中國在亞洲的區的影響力，當然同時也是美
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目標之一。
美國積極邀請亞洲地區的日本、澳大利亞等「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會員國加
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而中國大陸作為亞洲地區經濟強權國到目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wp_login_redirect=0（June 2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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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止並未納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議程中，可見「跨太平洋夥伴
關係協定」所具備的「高標準」規格成為了一道無形的牆擋住中國勢力。中國大
陸總體國力的提升，讓亞洲各國對中國大陸是否成為霸權國產生疑慮，故為確保
本國安全，在中國大陸崛起時將美國勢力拉入亞太區域，可以使亞洲地區國家在
區域安全上提高戒備，尤其在美國的「重返亞洲」宣言後積極與美國軍事展開合
作。然而，對亞洲地區國家而言，中國大陸的市場龐大，這塊大餅若不牽涉國防
安全只討論經貿合作，其所獲得的利益也非常可觀，因此，美國的勢力重返，也
或許會反而成為逼迫亞洲許多小國須做出選邊站的原因。
近年來中日的釣魚島事件與中越的黃岩島事件，其背後都可見到美國勢力的
介入，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也可以說是美國從經濟上主導亞洲制衡中國
大陸的政策工具之一。71

第三節 軍事：強化與東北亞、東南亞盟國之軍事合作
除了政治與經濟層面的「再平衡」，美國在軍事層面的「亞洲再平衡」戰略
也非常明顯，而軍事層面的「再平衡」無疑是以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為主要對
象，美國拉攏亞太地區盟國的圍堵政策。美國國防部於 2012 年時發表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說明美國
21 世紀的全球戰略布局，內容指出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與亞太地區的區域發
展密不可分，為了確保此區域的安全穩定，美國軍事戰略部署是必須要向亞太進
行「再平衡」的戰略調整。72美國國務卿 Hillary R. Clinton 在 2011 年於《Foreign
Policy》發表了“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劃定亞太地區的範圍，西至印度洋
次大陸，東至美洲西海岸，此區域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大洋，包括了幾乎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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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世界人口。73由於上述太平洋地區包括了兩大洋，因此在美國對亞太地區軍
事力量的部署當中，海軍的重要性不容小覷。
從上述地理位置來看美國欲將勢力重返亞洲，需要的不僅是亞洲地區盟國的
支持，更需要硬實力作為後盾，使亞洲地區國家在面對中國軍事力量威脅時有所
依靠。在既有的海權基礎上，美國海軍若能發揮海權的政治影響力與外交能力，
將成為中美關係中一項重要的環節，即所謂的「海軍外交」。從林文龍教授（Lin
Wen-lung Laurence）於 2013 年發表的文章中整理，海軍外交指：「在戰爭未爆
發前，海軍強權國家運用海軍實力達成政府的目標；海軍外交具有多重功能，包
括前沿部署、嚇阻、制海、兵力投射、海上安全與人道救援寄災難救助等。」74
美國海軍對歐巴馬的「再平衡」政策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2012 年時任美國
國防部長的 Leon Edward Panetta 於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指出：
美國目前有 11 艘航空母艦，分別是大西洋 5 艘、太平洋六艘，雖然今
年大西洋將有一艘退役（2012），但太平洋仍維持六艘航空母艦……另外，
至 2020 年，美國將部署 60%的海軍軍力於太平洋。75
由此可見，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力量的強化。美國於太平洋地區海軍軍事戰
力的部署需要亞洲地區盟國的支援與合作，透過租借港口與軍事基地駐紮美軍，
除此之外，與盟國的軍事演習也成為非常重要的象徵性指標，代表著更緊密的軍
事合作關係。本節將透過美國與日本、南韓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來看美國於東北
亞地區的軍事部署，再透過美國與澳大利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同盟關係，
來勾勒美國於東南亞地區的軍事部署，藉此了解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軍事層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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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北亞地區
在東亞地區的安全中，中國大陸、美國與日本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受矚目，也
最具影響力。長期以來，東北亞地區主要的傳統安全威脅議題包括：北韓核武威
脅、終日釣魚台爭議、日俄北方四島、中國大陸軍力擴張、東海油氣田爭奪等
等，因此對美國而言，站在日本同盟的立場，其維護的不僅是東亞地區穩定，更
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由上述幾點可以發現，對美國而言，在東北亞洲地區的潛在
敵人為中國大陸、北韓與俄羅斯，因此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勢力掌控就必須依賴
與日本和南韓的軍事合作來維持穩定。美國分別與日本及南韓簽訂的軍事合作條
約包括，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1953 年《美韓協防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以及 2013 年《美韓戰
略框架協議》，以下筆者將從《美日安保條約》的重要性開始討論。
美國與日本擁有緊密的軍事同盟，顯現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合作上。2014
年 4 月美國國防部長 Chuck Hagel 出訪日本時，再次承諾美國會保護日本的安
全，強調：「在東海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美國採取不設任何立場態度，但承認
日本對該群島的實際控制，並適用《美日安保條約》。」76可見《美日安保條
約》為美日關係之間的互信基礎。《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下的產
物，也是美日關係緊密的重要基石，隨著國際局勢與亞太地區勢力的轉變，《美
日安保條約》雖然仍以軍事安全為合作主軸，但也逐漸擴展到美日雙方經濟、政
治、文化、和各式發展議題。換句話說，《美日安保條約》發展至今，已經不僅
是一套美日之間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合作聯盟合約，更是兩國共同於亞太地區進
行政治安排與策略發展的機制。《美日安保條約》雖然被國際視為美國於亞太地
區秩序安排中最重要的支柱，但不同於美國與歐洲國家建立軍事聯盟的背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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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日本之間並不存在相同的文化背景或種族聯繫等等，因此，《美日安保條
約》的基礎是來自於兩造的共同國家利益：維持彼此於亞太地區之安全保障。77
《美日安保條約》長期以來提供美軍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與設施，以此做為
美軍在亞太地區進行戰略部署的主要基地。美國於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以日本
基地和設施的使用為基本要件，日本基地的重要性除了美國對日本本土的防衛之
外，還可以快速協防南韓、南中國海、東海及東南亞等地區。除此之外，《美日
安保條約》增加美日雙方彼此互信與依賴，日本曾在 1983 年通過決議，將美國
視為「武器出口三原則」78的例外，目的就是為了與美方進行軍事交流。79
在《美日安保條約》的架構下，美國與日本為了強化彼此之間的軍事合作關
係，以及應對東北亞地區的傳統或非傳統安全威脅，每年都有不同的軍事演習合
作，其中包括「利劍」（Keen Sword）與「利刃」（Keen Edge）、「山櫻」
（Yama Sakura）、「鐵拳」（Iron Fist）與日美澳的「對抗北」（Cope
North）。上述不同的軍事演習均有不同的重點，而目的基本上都是以強化日本自
衛隊戰術能力，以及防禦日本抵抗外來勢力入侵為主。80
對於美國而言，南韓是除了日本以外，在東北亞地區也非常重要的盟友。與
《美日安保條約》相同，美韓聯盟也是冷戰時期為了對抗蘇聯下的產物，於 1953
年時雙邊簽訂了《美韓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聯盟關係正式確立。然而隨著冷戰結束，美韓
聯盟在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中地位逐漸下降，到了 2002 年，基於美韓簽署的
《土地夥伴關係》（Land Partnership Plan, LLP）及 2004 年的《龍山營區遷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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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Yongsan Relocation Plan, YRP），美國國防部於 2004 年的「全球軍力部署
規劃案」中公布，駐韓美軍重整計畫將調整駐韓美軍人數從 37000 人降至 25000
人。81
南北韓軍事對立至今已逾半世紀，即使雙方於 1953 年簽訂「兩韓停戰協
定」（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但北韓領導人長期以來為了確保政治穩固
以及對外爭取談判的利益優勢，不斷操弄邊緣政治（brinksmanship），試圖藉由
軍事行動來創造談判籌碼，謀取國家利益。尤其是北韓的核武與彈道飛彈技術等
發展，成為影響東北亞地區區域穩定的最大變數。82東北亞地區在 2010 年於美韓
聯合軍演期間爆發了南韓的「天安艦事件」，南北韓衝突局勢升高，中國大陸又
於 2013 年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部分區域與南韓的防空識別區重疊，這些東北
亞地區所存在的衝突威脅，都強化了美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之鞏固。換句話說，朝
鮮半島局勢動盪，使得美國得以藉由擴增軍演的方式來鞏固美韓協防，甚至離間
韓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至此，就東北亞地區的地緣戰略而言，《美日安保條約》勢必成為美國「亞
洲再平衡」軍事層面的主軸，而美韓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
色，是制衡北韓的重要基石。美國一直以來希望韓國與日本能捨棄歷史上的糾
葛，攜手合作，打造美國、日本與南韓的三角軍事同盟關係，但至今仍然難以達
成。無論如何，日本與南韓都是美國於亞太地區展現其軍事影響力的延伸與支
柱，也是使得美國「再平衡」戰略得以順利且有效滲透亞洲地區的主要因素。

二、東南亞地區
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其目的更為明顯的是要牽制中國大陸。東南
亞地區與中國大陸相關的安全議題包括：台灣海峽、東海與南海勢力的擴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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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國對於東南亞地區的安全議題，始終以制衡中國大陸為核心。美國國防部於
2010 年所發布《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內容指出中國大陸與周邊鄰國的領土
爭議是美國所關注的，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南海爭議。另位，美國於文件中宣布
將提升與泰國、菲律賓的同盟，深化新加坡的夥伴關係，並與印尼、馬來西亞、
越南等東南亞地區的國家發展新夥伴關係。83雖然文件中表示以上這些目的是為
了用來因應反恐、反毒與支持人道救援行動等非傳統安全的議題，然而，菲律
賓、印尼、馬來西亞與越南等國，均與中國大陸有南海主權的爭議，因此美國將
這些國家列入安全議程，等於是與中國大陸在軍事上形成明顯的對抗聯盟。由此
可見，美國不僅強化與既有的同盟互信關係，更努力拓展新夥伴關係。
東南亞國家有與美國簽訂安全協定的包括：美國與汶萊於 1994 年簽署的
《美汶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Defense
Cooperation）；美國與新加坡於 1990 年簽署的《美新後勤設施使用諒解備忘
錄》（United States-Singapor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及 2005 年簽署的
《美新安全架構協議》（Strategic Framework Agreement）；以及與澳洲和新加坡
於 1951 年所共同簽署的《澳新美安全條約》（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y）；美國與菲律賓於 1958 年簽署的《美菲共同
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以及 1999 年通過的《部隊訪問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VFA）；還有 1951 年與泰國所簽訂的《美泰共同安全法》，至 2012
年時美國國防部長至泰國進行訪問時，發表了《美泰國防聯盟共同願景聲明》
（201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for the Thai-U.S. Defense Alliance）；84以及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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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0.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84
美國之音，2012，
〈美泰續簽軍事同盟協議〉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thailand-us20121116/1547252.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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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的《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等
等。85
依據以上這些條約與協定，美軍不僅得以在東南亞地區駐軍，更可以自由地
調派兵力來因應其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部署，以確保此地區的安全穩定，貫徹美
國「亞洲再平衡」的大戰略目標。以下將大致介紹「美菲同盟」、「美泰同
盟」、「美澳同盟」、「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以及「美新戰略夥伴關係」在美國
「再平衡」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其軍事層面對美國而言的重要性不容小覷。
美菲之間的軍事合作從冷戰時期的緊密關係，到冷戰結束後菲律賓對美軍的
排斥，再到 2008 年過後，由於南海地區各方勢力的衝突加劇，菲律賓又重新積
極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聯合舉辦各項軍事演習來展現其對「黃岩島」主
權的決心。2013 年時，美菲兩國國防部開始討論簽署新的加強防衛合作協議，並
於 2014 年時正是簽署《加強防衛合作協議》為期十年。86此一協議允許美軍在菲
律賓部署軍力設備，使得美軍順利部署於東南亞地區。
美國海軍軍令部長 Jonathan Greenert 曾於 2014 年在菲律賓國防大學對學生發
表演說時表示，若菲律賓在南海地區因主權正義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美國將履
行「美菲協防條約」的義務，協助菲律賓防止遭受軍事武裝攻擊。87除了實際上
對菲律賓的武力支持外，雙方也以「美菲協防條約」為依據，進行「肩並肩」
（Balikatan）聯合軍演，此軍演於 1991 年開始，每年舉行為期二至三周的聯合野
戰訓練演習。88透過這些協定與軍演，顯現出菲律賓的地理位置與支持對美國於
亞太地區軍事戰略部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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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隆、李英豪，2015，
《鷹凌亞太：從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透視亞太軍演》，出版：獨立作家，
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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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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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研究》，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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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隆、李英豪，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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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9。
39

美國與泰國在 2012 年共同發表的《美泰國防聯盟共同願景聲明》（201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for the Thai-U.S. Defense Alliance）中，89不但重申泰國為美
國「重要的非北約盟國」，更強調兩國須共同對抗東南亞地區的威脅，並維護亞
太地區的安全穩定。90美國與泰國從 1982 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金眼鏡蛇」
（Cobra Gold）軍演，而每年美軍都會派遣軍事力量駐紮於泰國地烏塔堡軍事基
地，而這也成為美國立足於東南亞地區，實現軍事部署的媒介。美國於泰國的軍
事部署給予泰國有利的軍事依靠，而泰國也展現出積極地態度支持美國在中東地
區的反恐戰爭。
《澳新美安全條約》（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Security Treaty，1951）將澳洲納入美國的亞太地區防衛體系中，成為美澳兩國之
間同盟關係的基礎。然而隨著冷戰結束，1985 年的「美澳部長級會議」被認為是
美澳同盟架構的主要核心，會議內容大致討論外交、軍事國防與戰略等議題。直
到 1996 年，美澳發表了《聯合安全聲明》（Joint Security Declaration）公報，
以及《美澳 21 世紀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更加確立了美澳之間的安全同盟關係。91
澳大利亞與泰國一樣高度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另外，由於冷戰結束後菲律
賓要求美軍撤離，2011 年澳洲北部達爾文港就同意美軍駐軍，並進行為期六個月
的軍事訓練部署，成為美國自菲律賓撤軍後，第一個在亞洲設立的新軍事據點。
92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亞更在菲律賓深陷與中國大陸的黃岩島爭議對峙時，提

供救援艦艇，並在菲律賓外海為菲律賓的部隊提供重要訓練，展現出東南亞地區
小國之間的軍事互助。澳大利亞積極展現出對美國的支持態度，並且高度配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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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81。
91
盧文豪，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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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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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戰略需求，顯現出認同美國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亞洲再平衡」的
戰略規劃，使得美國於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部署更加順利。
相較於美國與菲律賓、泰國及澳大利亞關係之緊密，印度與美國於冷戰期間
的關係較為冷淡，主要原因是美國與巴基斯坦結成軍事聯盟，因此與印度處於不
結盟關係。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印之間不同層次上的交流與發展快速，加上雙
方頻繁的高層互訪，展現出美國重視與印度的合作關係。美國與印度之間地加強
合作，主要是因為雙方有一項重要的共同利益，那就是牽制中國大陸。93
中國大陸近年來急速發展軍備武力，更在南海地區頻頻挑釁，使印度在軍事
方面也向美日靠攏。例如於 1992 年開始，美印於西印度洋舉行以「馬拉巴爾」
（Malabar）為代號的聯合軍演，2002 年後，軍演規模逐年升級，從基礎的海上
戰術運動，提升到協同航母打擊群共同執行作戰訓練。94到了 2006 年，美國與印
度更於阿拉伯海進行了長達 14 天的聯合軍演，美國海軍以完整的遠征打擊群編
制參演。95由此可見對美國而言，美國非常重視與印度的聯合軍演行動，顯示出
與印度的軍事演習是美國「再平衡」戰略布局中重要的一環。
最後，美國與新加坡也存在軍事合作關係，兩國於 1991 年達成協議讓美國
將從菲律賓撤出的「西太平洋後勤部司令部」牽至新加坡，更於 2001 年開放樟
宜軍港供美軍駐紮。96於 2012 年與 2013 年，美國與新加坡舉辦「英勇標誌」
（Valiant Mark）與「突擊彈弓」（Commando Sling）聯合軍演，就實彈射擊、城
市與區域安全場景演習、聯合空中實兵對抗進行軍事交流。新加坡也成為美國
「重返亞洲」軍事布局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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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美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軍事交流與互動來看，東南亞地區是美國「重
返亞洲」政策中的重點區域，透過這些國家的支持以及一連串的聯合軍事演習，
美國得以順利在東南亞地區取得軍事基地並加強軍事部署。因應中國大陸崛起以
及於南海地區的武力威脅，東南亞國家也需要美國武力支撐，才得以與中國大陸
進行抗衡，爭取其國家利益。由此可見，從軍事層面來看美國於亞太地區的戰略
規劃，從軍事基地的「點」，到與特定國家聯合軍演的「線」，到多國之間的聯
合軍演「面」，美國於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布局可以說是大規模且全面地灌注其
影響力。
透國美國在亞洲地區政治、經濟、軍事三大層面的外交行為來看，近年來美
國不斷在貫徹其以亞洲地區為外交核心的目標。2012 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
Tom Donilon 曾經對於歐巴馬「重返亞洲」的戰略進行說明，表示：「美國為太平
洋的強權，美國的國家利益與亞洲的經濟、安全與政治秩序有著密切的關係，因
此為了達到經濟開放、和平解決爭端、民主治理、政治自由及安全穩定的目標，
美國的亞太政策將採取強化與盟國、夥伴國家、區域組織的合作，並且以『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為基礎進行區域經濟整合、強化軍事部署以因應未來的各種
機會與挑戰。」97這段內容明確表現出美國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大層面所架構
出的「亞洲再平衡」政策。
概括此一章節所討論的內容，美國從政治上強化結盟，除了既有的日本、南
韓、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盟國之外，亦深化與印度、新加坡等夥
伴國家之友好關係。從近年來美國政府的官方聲明或官員演講，無不強調亞洲地
區國家對美國的重要性，透過各種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的交流來強化彼此之間
的互信，一方面貫徹美國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也使得亞洲地區國家更加依賴於
美國。

The WHITE HOUSE. 2012. “President Obama’s Asia Policy & Upcoming Trip to Asia.”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lon—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November 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11/15/remarks-national-security-advisor-tom-donilonprepared-delivery（July 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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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美國以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為核心，透過標榜全面性與
高品質的經濟架構，試圖成為亞太地區經貿規範性的主導者。然而，「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的內涵充斥著美國的價值觀，尤其是高標準的內容，對中國大陸
而言仍然門檻過高，即使中國大陸如今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98因此，對美
國而言「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不僅僅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也展現其政治上
的實力與建構性強權的影響力。換句話說，從經濟利益上來看「跨太平洋夥伴關
係協定」所帶來的成果效益龐大，從政治目的上則是替美國制衡中國大陸崛起，
成為美國外交戰略上的新外交政策工具。
軍事方面透過前面內容的討論，美國於東北亞地區有日本與南韓兩大重要的
同盟國，於東南亞地區則有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與印度等軍事同盟
或戰略夥伴關係國家的基礎。美國透過與這些國家的軍事演習與交流增強美軍於
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自然對中國大陸有著嚇阻的作用。
透過政治交流加強與亞洲地區國家的友好互動，增強美國於亞洲地區軍事部
署的範圍與數量；透過硬實力支撐軟實力，再加上經貿上與亞洲國家的互賴關
係，體現出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大層面密不可分的戰略規劃。由此勾勒出歐巴馬
政府重返亞洲的政策，並展現出美國於政治、經濟、軍事的國家利益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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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志隆，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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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中國』-美國再平衡戰略的另一層解讀」，2014 年於國關年會發表學生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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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型大國關係指引下之中國亞太政策
近年來中國大陸迅速崛起，不論是政治、經濟或軍事層面對於國際社會的影
響力都越來越大，儘管中國大陸北京政府一再宣示其採取和平崛起的發展模式，
但外界仍以懷疑的眼光看待中國大陸的崛起，甚至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論點，
認為中國在國家總體實力快速上升的同時，勢必會對國際社會造成軍事或經濟層
面的威脅。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質疑，中國大陸於 2011 年時，透過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99內容不斷重申中國大陸是
在「和平共處五原則」100的基礎上與他國和國際社會進行外交互動，而筆者認為
其目的是為了強化外界對中國大陸堅持和平發展的印象，以創造利於自身在國際
社會發展的態勢。
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當中，中國大陸政府當局表達其堅決維護國家
核心利益的決心，而其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
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
本保障。」然而，其中所強調的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卻是現在中國大陸與周邊
國家正所面臨的衝突議題，也就是釣魚台與南海地區的問題，至於特別強調的
101

「國家統一」則明顯是針對台灣。 因此究竟中國大陸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將
會如何布局，以維護其所表明的核心利益，在政治、經濟、軍事層面都將運用何
種外交手段來達成目標就是本章節欲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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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資料：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09/content_1515866.htm，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26 日。新華網，2014，
〈習近平出席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發表 60 周年紀念會大會並發表主旨講話〉，
http://big5.news.cn/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28/c_1111364117.htm，檢索日期：
2015 年 10 月 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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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成，2011，
〈從中國大陸《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看亞太安全〉
，《認識變動中的世界》
，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編印，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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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不同，中國大陸的地理位置本就身處亞洲地區，比起美國，「亞太地
區」對其所造成的影響更密切相關。從地緣政治來看，東北亞地區對中國大陸而
言，最重要的不外乎為與日本、俄羅斯及美國之間的大國互動關係；而就東南亞
地區來看，中國大陸與東盟各國的互動關係也非常重要，但卻與當中一些國家存
在領土與領海之爭，關係相當複雜。
然而，縱使就地緣政治來看中國大陸勢必加強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但中國
大陸卻不像美國一樣發表出明確的「亞太政策」概念。因此，我們將在本章節分
別討論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與軍事三大層面外交政策後，再進行中國大陸外
交策略的統整。除此之外，在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當中，美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
角色，但筆者將在第四章深入探討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與互動，因此
本章節在討論中國大陸亞太地區外交政策時，並不會在美國因素上特別著墨。
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也將全面性影響國際
關係。面對全球環境結構的快速變遷，在外交政策上，中國大陸強調「獨立自
主」的外交模式，透過蔡東杰教授在 2008 年所出版的著作中可以了解，「獨立自
主」的外交模式是包含了四種國家對外關係，包括：（一）重視中國大陸與大國
之間關係的「大國外交」；（二）重視中國大陸與中小型國家之間關係的「南南外
交」；
（三）透過利用國際環境以解決國家事務關係的「周邊外交」與「能源外
交」；以及（四）強調中國大陸與當前全球事務或結構變遷發展之間關係的「柔
性外交」與「新型外交」。102換句話說，「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經將大國外
交、南南外交、周邊外交、能源外交、柔性外交與新型外交等囊括在內，成為一
套完整且全面性的對外政策。103
「新型大國關係」由中國大陸提出，時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則表示，
其認為理想中的新型大國關係必須符合以下四點：一、增進互信，把握方向；
二、相互尊重，聚同化異；三、平等互利，深化合作；四、著眼民眾，加深友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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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東杰，2008，
《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五南圖書出版，頁 11。
鄭竟魁，2014，
〈以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分析中國外交政策演進〉
，《城市地理》
，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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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104在這四點的指引下，中國大陸該如何創造有利其打造與美國之間「新型大
國關係」的周邊外交環境，並且在亞太地區中美勢力重疊或衝突的範圍內，讓其
他亞太地區國家認同並支持中國大陸，成為中國大陸開始思考的問題。
對中國大陸而言，維持與周邊鄰國之友好關係非常重要，因此本章節之中國
大陸亞太政策的政治層面將從「周邊外交」開始探討，中國大陸如何維持與周邊
鄰國之友好關係；經濟層面則會深入討論由中國大陸所推動的「東南亞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將如何建構起亞
洲模式的經濟整合；最後，軍事層面將就中國大陸如何建構亞洲地區的安全，以
及其如何布局海洋戰略為主軸進行探討，並著重於南海地區的軍事競爭來凸顯中
國大陸在強調「和平發展」的同時，又是如何捍衛其所謂的「核心利益」。

第一節 政治：合作共贏之周邊外交
本節將重點擺在中國大陸對亞太地區國家的外交互動，因此將以「周邊外
交」為主，探討身為亞太國家其中一員的中國大陸，從地理位置來看，如何與周
邊國家進行合作，促進互信關係，以維護中國大陸在加速國內發展的同時也塑造
一個利於自身的國際環境，並確保國家安全，藉此來進行以下討論。
「周邊外交」也可以稱為「睦鄰外交」，以周邊國家為主要對象，主要目的
是建立一個穩定和平的國際社會環境。蔡東杰教授在《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一書
中所整理出的中國大陸五個「睦鄰外交」重點為：
（一）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為主要指導方針，強調互相尊重彼此主權及領
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
（二）以「區域合作五項指導」為次要指導方針，強調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彼此開放、共同繁榮並協商一致。
104

習近平，2014，
〈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第六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論中美人文
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致詞〉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xwbd/201408/15/content_33246044.htm，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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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擱置爭議」的前提下，設法協商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
（四）以中共十六大內容確定「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指導方針，進一步
具體表述為「三鄰」準則（富鄰、睦鄰、安鄰）。
（五）以「大國為關鍵，周邊是首要」作為外交政策主軸，一方面強化在東
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作為爭霸全球的基點。105
中國大陸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對中國大陸
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外交方針與總體布局進行深入探討，在會談中中國大陸國
家主席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高度重視周邊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戰略思想和
方針政策……當中央積極運籌外交全局，突出周邊在我國發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
的重要作用。」另外，也提到中國大陸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周邊外交對我國
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就是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
係，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維護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努力使周邊同我國政治關係更加有好、經濟紐帶
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關係更加緊密。」106
由此可見以「睦鄰外交」、「周邊外交」為主要指導方針的外交政策，是中國
大陸於亞洲地區的主要外交戰略，透過第二章的討論，可瞭解到美國勢力已實質
的滲透亞洲地區，因此當中國大陸在進行「睦鄰外交」政策時，勢必會與美國的
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並在亞太地區進行競合。然而，究竟在「睦鄰外交」的大方
向指導方針的原則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外交互動又是如何，是否如同中國大陸
所不斷強調的以「睦鄰」與「和平」為原則，將是本節欲探討的重點。另外，由
於亞太地區的國家究竟該如何劃分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於亞太
地區的政治策略部分，本章節將大致分為中國大陸與日本、中國大陸與南北韓，
以及與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互動，來討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外交互動關係。

105

蔡東杰，2014，
《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五南圖書出版，頁 91。
新華社，2013，
〈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談話〉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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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關係
中國大陸與日本之間的政治基礎來自 1972 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 年的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及 1998 年的《中日聯合宣言》。107中國大陸與日本自
1972 年建交以來便同時存在著衝突與合作的互動關係，中國大陸與日本在政治與
軍事上長期存在衝突問題，但經濟層面卻來往密切，因此本段將就中國與日本之
間的政治衝突進行整理。
中國大陸與日本兩國均為東亞地區重要的國家，若能著重在互惠關係上的互
動發展將是最理想的結果，然而，從 2004 年開始中國大陸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
最大出口國，且兩國之間的歷史認知有著難以和解的衝突問題，因此民間存在強
108

烈的敵對意識。 問題主要在於日本政府對於二戰時期侵略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
始終停留在「反省」階段，仍然不願意回應中國大陸政府所提出的「道歉」要
求，加上日本對國內歷史教課書的修編不符合中國大陸對於歷史的認知，因此引
起中國大陸強烈的反彈聲浪。109除此之外，日本追求國家「正常化」的行為與目
的也使中國大陸政府當局提高安全危機意識。
冷戰之後，北韓取代蘇聯成為東北亞地區最大的威脅來源，讓日本與中國大
陸備感威脅，因此日本政府在 2000 年之後積極改變防衛政策，試圖將日本成為
擁有能夠擁有對抗外來軍事威脅以自保的「正常國家」。再加上 2001 年之後反恐
戰爭成為美國軍事支出重點，使得美國軍備支出超過負荷，需要日本幫忙負擔起
反恐戰爭的後勤支援，更加深日本政府恢復軍事主權的企圖心，但如此的企圖心
導致中國大陸政府認為日本試圖改變國際現狀，並與美國聯手圍堵中國，加深中
國大陸與日本之間的不信任關係。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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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關係
中國大陸近年來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主要是從經濟發展作為戰略布局的出
發點，於東北亞地區日本如此，南北韓亦是如此。南北韓與中國大陸均有著緊密
的經貿往來關係，加上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朝鮮半島的安全穩定與否對中國
有著極大的影響。換句話說，就目前國際現況來看，中國為維持朝鮮半島的穩
定，首要目標是解決北韓政權的不確定性因素，若北韓不斷在東北亞地區試爆核
子彈或作勢攻擊南韓，引起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將造成中國東北
方的安全威脅，也會阻礙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發展。111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對北韓均有提供經濟援助，雖然中國大陸採取經濟援助的
方式是不定期的，有時透過雙方高層互訪時以禮物形式給予，有時則是在北韓遭
遇意外事件時已緊急救護物資形式提供，這些經濟援助不僅對於北韓經濟發展的
穩定性發揮巨大作用，更使得中國大陸與北韓之間的互信關係加深。112除此之
外，在 2012 年 9 月時，北韓的《中央日報》指出：「中國大陸獲得北韓清津港 30
年使用權」，讓中國大陸可以進一步的與俄羅斯、韓國及日本進行貿易，確保在
東北亞地區的經濟開發。113此項合作使日本與南韓提高警覺，對中國大陸在東北
亞地區的戰略意圖開始產生懷疑與擔憂，也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與北韓之間的互信
關係則是穩定的。
中國大陸與南韓於 1992 年建交，期發展關係非常密切且有著顯著的成果。
雙方於 1998 年南韓金大中總統訪問中國大陸時，達成「面向 21 世紀的合作夥伴
關係」之共識；並於 2003 年時，中韓雙方將合作夥伴關係提升至「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114到 2008 年時，南韓總統李明博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於五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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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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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國事訪問，雙方就中韓友好合作關係進行討論，並對於共同關心的地區及國際
議題深入交換意見，雙方都期望可以進一步發展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於事發表了
『中韓聯合聲明』
，將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為「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115
至此，中國大陸與南韓已建立起全方位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僅在經貿、
社會領域加強合作與交流，更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均建立
起外交橋梁。然而，中國與南韓之間也存在著領土爭議，主要是關於位於東海地
區的「蘇岩礁」之爭議問題，南韓於 2000 年投資大量經費在「蘇岩礁」南側建
立一座巨大鋼筋建築物，中國大陸於 2000 年與 2002 年向南韓政府提出交涉希望
可以藉由劃界方式爭取所有權，但此爭議至今仍無進一步解決方式。

116

由此可見中國與南北韓之間均存在不同的衝突關係，中國與南韓的雙邊發展
合作關係看似較為友好，但牽涉中國大陸的核心議題之「領土完整」時，中國大
陸究竟是否會為了其所聲明的睦鄰政策和平發展而做出讓步或妥協，有待觀察之
後的談判結果。

三、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關係
東南亞是一個富含多元文化的地區，各國語言、文化、政治結構均不同，加
上地理與歷史因素使得各國利益不同且互動關係更為複雜。東南亞地區的權力結
構從冷戰時期開始就是由美國所主導的單極霸權結構，近年來中國大陸快速崛
起，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更為直接密切，因此東南亞地區國
家正面臨區域權力結構變化狀態，如何與中國美國保持一定距離的友好關係成為
東南亞國家共同關注的議題。相較於中國大陸與東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中國大
陸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互動較關注在經濟性利益。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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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過後到冷戰期間由於國際局勢的緊張狀態，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個國家
的外交關係並不穩定，例如澳大利亞、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於二十世紀 70 年代
與中國大陸建交後，保持了長期友好的外交合作關係；但印尼、越南、寮國等國
則是因為國內政權變化或中國大陸文革政策等，導致原本雙邊的外交關係中斷，
直到冷戰結束東南亞國家自覺不應再服膺於美國霸權之下，並且為了取回國家政
治、經濟與軍事主導權，必須與經濟正快速崛起、地理位置也相對重要的中國大
陸拓展經濟合作關係。因此在 1989 年時，寮國與中國大陸復交、1990 年時印尼
與中國大陸復交、1990 年新加坡與中國大陸建交、1991 年汶萊與中國大陸建
交，1991 年越南也與中國大陸復交，促進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經
貿合作關係。118
中國大陸在 1997 年底，正式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下簡稱「東協」，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更在
首屆東協與中國高峰會中發表了「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另外，自 1999 年起，中國大陸陸續與東南亞國家針對個別問題發表聯合聲明；119
至 2014 年 11 月於北京所舉辦的東協峰會的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則發
表了《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亞太經合組織成立 25 周年聲明》。由上述
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為了穩定其與周邊國家之外交互動關係，積極透過區域論壇加
強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互信，並進一步推動東南亞地區的發展。
然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由於某些議題仍然存在著困境，首先，
最主要的爭端還是在於南海地區的主權問題，中國大陸與菲律賓有黃岩島的軍事
衝突，與越南有西沙群島的軍事衝突，中國大陸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將有可能加深
東南亞地區對於中國大陸和平發展與睦鄰外交的不信任，再加上東南亞國家對中
國大陸的快速崛起本就感到擔憂，對中國大陸的亞太地區戰略意圖多少會有較多

118
119

賀聖達，2010，
〈中國-東南亞關係 60 年回顧〉
，《東南亞研究》
，3：24-25。
蔡東杰，2014，
《當代中國外交政策》
，五南圖書出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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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120
基於上述原因，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雖然在經濟層面擴大合作與交流，但
在軍事層面仍然處於不信任的關係。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其對自身國家
利益的追求和維護表現得更加堅定，對於其視為核心議題的領土議題不惜與周邊
國家發生軍事衝突，這使得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產生不安全感。另
外，東南亞地區近年來與經濟發展快速的中國大陸貿易頻繁，依賴性也越來越
強，但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國防實力也正在快速進步，成為了此地區的安全威
脅。因此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就如同東南亞國家的及時雨，面臨國立崛起的
中國大陸在領土領海糾紛上的軍事威脅，可以透過與美國聯手對抗中國大陸在東
海或南海地區的武力威脅。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4 年 11 月時，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發表題為
《攜手追尋中澳發展夢想 並肩實現地區繁榮穩的》的演講，其中明確的提出中
國大陸與亞太地區的關係，發展亞太地區各個層面的政策對中國大陸而言有極度
重要的影響性，習近平指出：「中國堅持促進亞太合作發展，政策不會動搖。亞
太是中國安身立命之所。沒有亞太地區和平繁榮，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就得不到保
障。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取得巨大的成就，既是自身努力奮鬥的結果，也得
益於一個包容開放的亞太環境。」121
習近平主席亦在《攜手追尋中澳發展夢想 並肩實現地區繁榮穩的》的演講
中闡述其亞太政策，大致內容為：「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倡導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會及周邊及亞太國
家。……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如期完成，並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
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122符合本節從政治「周邊外交」，到經濟

120

陳翔，2015，
〈越南與中國東南亞外交突破的關係〉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2：59-60。
新華網，2014，
〈攜手追尋中澳發展夢想 並肩實現地區繁榮穩定〉，習近平在澳大利亞聯邦亦
會的演講，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7/c_1113285659.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122
同上。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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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推進『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判完成」，再到軍事「亞洲新安
全觀的倡導」的討論。然而，不論政治、經濟或軍事層面的外交政策，均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挑戰著中國大陸領導人的智慧。
從周邊外交來看，雖然中國大陸強調「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政策方
針，但在東北亞地區的周邊國家中，日本是受到因中國崛起而帶來威脅最直接的
國家，自然對中國大陸多加戒備；南北韓之間的問題至今仍是亞洲地區非常大威
脅。而東南亞地區的周邊國家，雖然透過東協與各國有經貿上的緊密關係，但由
於與某些國家尚存領土與領海爭議，導致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

第二節 經貿：「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之建構
自 2002 年「世界貿易組織」展開第八回合貿易談判「杜哈回合」開始，歷
經多年談判至今仍然無法有實質性進展，世界各國無法在全球化的多邊貿易經濟
組織中取得對外貿易的利益，因而轉向區域經濟組織。透過推動雙邊或多邊的經
濟整合，各國可以簡化複雜的談判程序與標準，加快談判進程，進而達到國家實
質利益。最受矚目的亞洲地區國家區域經濟整合組織包括 1989 年成立的「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以及在上一章節提到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
延續本章節的主軸，對國內經濟發展快速，且需廣大市場進行國際貿易的中
國大陸而言，面對美國在東亞地區戰略的全面圍堵，其應該如何因應並遵守其和
平崛起、睦鄰友好的宣言，如何在二戰過後美國所制定的國際框架下，突破國際
建制發展符合其利益的新框架，將是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大陸為全世
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總體實力與美國還有落差，但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尤其是在亞太地區對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影響力不可小覷。
中國大陸在 1991 年已經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而當時的中國大陸正
處在剛進行改革開放及加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階段，需要大量的自由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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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來消耗國內生產，並引進外國投資與技術，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也的確
使得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成為大規模經濟體。然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存在
美國勢力影響，美國不斷向中國大陸施壓，在談判議程中置入與中國大陸之間的
政治爭端議題，例如人權議題或核武議題，並透國其總體經濟實力推動「亞太經
濟合作組織」的制度化，而其目的是為了迫使中國大陸全面開放市場。123
除此之外，如同筆者在第二章所討論的美國於亞太地區政策，在經濟層面的
戰略布局當中，美國透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將許多東亞國家納入以美國
為核心的自由貿易體系之中，例如日本、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等國。其運用
高標準模式篩選成員國，差異化的挑選東協會員國加入該協定框架中，試圖動搖
東協各國的整體凝聚力以及其在東南亞地區主導合作進程的地位。

124

面對美國在在國際場域的施壓，不僅中國大陸遭受威脅，未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關係協定」的東協成員國也將受到衝擊，因此在這個背景之下，以「東協＋
6」（包括東協及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為主體的
區域綜合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應運而生，即「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ASEAN Framework for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成為本
節要討論的主題。筆者將從「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發展過程，到中
國大陸在此區域性自由貿易架構中的角色地位，來探討中國大陸於亞太地區經濟
層面的布局。

一、 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的緣起
東協 2011 年 11 月於印尼巴里島召開的的 19 屆高峰會時，提出「東南亞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概念，並於 2012 年 11 月東協於柬埔寨召開第 21 屆高
峰會之時，發布了《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談判指導原則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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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小姝，2005，
〈試論亞太地區大國關係中的經濟因素〉
，《大連大學學報》，26(5)：71-73。
劉慧杰，2013，
〈東亞一體化進程與中國對策：基於 TTP 與 RCEP 比較〉
《現代商亞-國際貿
易》
，3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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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ing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egotiating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正式宣布將於 2013 年展開「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多輪談判，並表示希望於 2015 年之前完成。125在此次宣布當中也表示此協定
將會以：「具備現代性、全面性、高標準，且有利於彼此利益之自由貿易」為主
要目標，以此基礎進行談判。126
「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從 2013 年 5 月開始進入正式談判，至
2015 年 6 月已完成八回合的談判。此協定預計涵蓋的範圍設立貿易談判委員會
（Trade Negotiation Committee, TNC），委員會下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
資、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經濟與技術合作、法律及制度性議題等七個工作小
組，未來計畫成立電子商務及中小企業等兩個小組進行更廣泛議題的談判。其中
又以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為三大優先談判議題。127
整理《RCEP 談判指導原則與目標》的官方文件，可以歸納出「東南亞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談判原則存在以下幾點特色：
1. 強調以東協 10 國為核心，由東協主導推動建立，其目的包括兩點：
（1）透過新的框架來整合與東協 10 國簽訂自由貿易條約的五個「10＋
1」自由貿易區，以解決「義大利麵碗效應」128；（2）為權力平衡，以防
止區域霸權產生。129
2. 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一致。在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的前
提下進行貿易談判，主要目的是避免區域整合性質的自由貿易區，因與
125

何軍朋、郭曉珍，2014，
〈貿易自由化視角下 RCEP 發展面臨的挑戰與中國對策〉，
《商業時
代》
，26：38。
126
林俊甫，2013，
〈區域綜合經濟夥伴協定（RCEP）推動進展與相關議題〉，
《區域經濟論壇》
，
91-92。
127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5，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簡介及最新談判進展〉，更新
於 2015 年 7 月 3 日。
128
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 Effect)，指的是一個國家所簽訂的 PTAs，由於其內容與規則不
見得相同，將導致同一種貨品之進出口貿易必須適用不同甚至可能衝突的規範。
Bhagwati, Jagdish. 1995. “US Trade Policy: The Infatuation with FTAs.” by Columbia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726. 王玉主，2013，
〈RCEP 倡議與東盟”中心地位”〉，
《國際問題與
研究》，5：52。
129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5，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簡介及最新談判進展〉，更新
於 201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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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牴觸而限制或排斥他國產品進入市場，導致區
域壁壘的現象。
3. 延續東協特色，尊重各個會員國國情差異與個別需求，談判過程較具彈
性，可透過連續、單一承諾或是其他與會各國同意的方式來達成。130
4. 給予東協成員國當中屬於低度開發的國家特殊與差異待遇，例如柬埔
寨、寮國、緬甸與越南四個國家就可享受此優惠待遇，使其在經濟自由
化的過程中，有較長的時間進行國內政策調整與適應。
5. 有鑑於東協成員國大多屬發展中國家，因此藉由此協定要求已開發國家
須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與技術上的合作，推動整體經濟發展。
6. 允許其他未參與談判進程的其他外部經濟夥伴，於「東南亞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協定」完成整體第一階段性談判後加入談判。例如美國與俄羅斯
雖為「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成員國，但因為尚未與東協
十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因而未被規劃在「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第一階段談判進程中。131
綜合上述六點，可以發現「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是一個在全球性
貿易協定的大框架下，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性貿易協定。另外，與歐美國家所簽
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不同，由於東亞地區各個國家之間在宗教信仰、社會文化、政
治制度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等等，存在強烈差異，因此為了尊重彼此差異並考慮到
區域整合整體發展，願意在協定框架下給予各個會員國特殊與差異待遇，相較於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高標準，「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門檻
較具彈性。
除此之外，於 2002 年提出構想並於 2003 年展開民間相關研究的「中日韓自
由貿易區」，被定調為「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完成談判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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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承諾」
（Single Undertaking）：指任何談判之成果都屬於整體不可分的一部份，會員國只
能選擇一體接受或不接受談判成果，而不能只單獨就某項議題表示接受。
131
邱奕宏，2013，
〈東亞區域主義的匯流：RCEP〉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
，36(2)：39-40。
56

由於東協已與外部貿易夥伴簽訂「東協＋1」的自由貿易條約，但除了整合五條
「東協＋1」之外，外部貿易夥伴之間的自由貿易協議也非常重要，從東亞區域
秩序觀察，「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需仰賴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的支
持與參與才能有實質推動的可能。因此，若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所進行的「中
日韓自由貿易區」完成談判，將會促使「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更快完
成談判。然而，目前為止只有「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已於 2014 年 11 月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期間完成談判，並預計於 2015 下半年開始實施；132而「中日韓自由貿易
區」的談判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到 24 日才進入第八輪談判，三方都表示希望能
盡早於 2015 年底前完成談判，但是否能如期達成協議仍有待觀察。133

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架構
由於各國了解到全球區域貿易自由化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因此轉向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再加上地緣政治的角度，參與區域貿易的整合可以說是現今世界各國
追求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因此，參與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整合成為中國大
陸主要的外交政策之一，透過積極參與亞洲的區域貿易整合，促使國家貿易自由
化。134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4 年參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貿易區
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發表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
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升為國家戰略，黨的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黨的十八大三全會提出要以周邊為基礎
加快實施自由貿易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135由此可
見，建構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大陸近年來主要的外交戰略。

132

中國聯合商報，2015，
〈中韓自貿區”探路”中日韓自貿區〉，新浪財經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121/152721353881.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4 日。
133
工商時報，2015，
〈中日韓 FTA 第 8 輪談判 今登場〉
，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720000025-260202，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4 日。
134
莊朝榮，2008，
〈中國的亞洲區域整合策略〉
，《台灣經濟研究月刊-亞洲政經瞭望》，31(10)：
74-75。
135
鳳凰網，2014，
〈習近平：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 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06/c_1113546075.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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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地區，中國大陸積極參與區域貿易自由化的整合趨勢，結至 2015 年 6
月份，已與中國大陸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亞洲國家如下：
表 1：與中國大陸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亞洲國家
年分

與中國大陸簽約國(經濟體)

2008

紐西蘭

名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紐西蘭政府自由貿
易協定》

2008

新加坡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國政府
自由貿易協定》

2010

東協

啟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

2015

澳大利亞

2015

韓國

《中澳自由貿易區協定》
簽署「中韓自由貿易區」，預計年底生效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除了上述紐西蘭、新加坡、東協、澳大利亞及韓國之外，中國大陸與印度也
在 2010 年就經貿合作展開會議，並研究「中印自由貿易區」的架構。由中國大
陸、日本及南韓所組成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以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升級版」都已進入談判階段，「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也預計即將在
2015 年底完成談判。136
其中又以進入最後談判階段的「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最備受國際
社會矚目，主要原因是自從美國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開始，東南亞國
協成員之間對亞洲地區經濟整合的凝聚力被瓜分了，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持續多年
的傳統格局被「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打破。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
及日本前後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而其他因國家自身經濟條件不到的
136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司，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
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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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協其他成員只能被排除在外。為此，「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以東協為核心的運作，加上亞洲地區的大國支持，如中國大陸與日本，將可以重
新凝聚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意識，並緩解「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所造成的經
濟衝擊。137
中國大陸與美國在經貿布局上的不同在於，美國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的主導國，但「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卻是由東協為主導，並非中
國大陸。中國大陸是參與在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框架之中，與東協
共同建構「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內容。然而，既然中國大陸並非
「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主導國，也非首倡者，為何國際社會又喜歡
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看作是中美雙
方競合的角力點。138首先，中國大陸由於「國企比例高」、「市場不開放」等評
估標準問題而無法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進程當中，美國也因尚
未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而不被包含在「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第一
階段的談判進程當中，兩造又分別是兩大巨形自由貿易區協定內的最大經濟體，
加上中國崛起、美國衰弱等假設，使這兩大區域協定成為中美雙方在經濟上的競
合議題。139
面對「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談判，中國大陸必須改革國內經濟
環境，吸引有競爭力的產業進駐，並使其有利於國際市場上的競爭。140若「東南
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完成談判並正式實施，將成為中國大陸目前為止參與
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談判成員東協 10 國、日本、韓國及印度等，均是中國
大陸亞太地區最中要的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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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學黨，2014，
〈RCEP 的動因、內容、挑戰及中國對策〉
，《東南亞研究》，1：36-37。
宋鎮照、蔡相偉，2012，
〈亞太經貿開啟雙軸競爭格局之新秩序：RCEP vs. TPP 發展之政經分
析〉
，《戰略安全研析》
，18-19。
139
孫玉紅、呂波，2014，
〈中國推進 RCEP 談判的必要性及對策〉
，《經濟視野》
，195-196。
140
湯婧，2013，
〈TPP 與 RCEP：中國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新秩序下的挑戰與策略〉，
《全球化》
，
6：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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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從第二章美國於亞太地區戰略布局經濟層面來看，「跨太平洋夥
伴關係協定」包含了圍堵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區域霸權的政治目的，因此對中國大
陸而言，參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除了經濟目的外，也包含了下列
幾點政治目標：
1. 貫徹其「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戰略：透過積極談判，展現出其除了努
力發展自身國家經濟之外，更願意惠及周邊國家友好形象。141
2. 打造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網絡：「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與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相輔相成並進，加上上述與中國大陸正進行
談判的亞洲國家，藉此打造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亞太區域自由貿易網
絡。
3. 中國大陸近年來總體實力的提升以使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也不斷提升，
其掌握了國際平台上越來越大的話語權，但在全球治理方面，仍然還在
摸索與觀望。透過「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在沒有美國加入
談判進程當中的狀態下，中國大陸身為最大經濟體，勢必須負擔起主導
進程推進的角色，這將成為中國大陸在新一輪的全球治理中獲得與美國
競爭的機會。142
至此，我們可以瞭解到「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談判成功與否將
對中國大陸有極大的影響。一方面是為了應對美國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對中國大陸所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則是幫助中國大陸提高國際地位，掌握
話語權以利參與全球治理。143中國大陸積極參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的談判進程，主動推進談判加速，參與協定規則的制定，都是其展現區域強
權的途徑，甚至挑戰美國國際建構性霸權的地位。

1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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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平、沈陳，2013，
〈RCEP 與中國的亞太 FTA 戰略〉，
《國際問題研究》
，3：53-54。
韓立群，2013，
〈全球經貿新格局背景下的 RCEP：影響與走勢〉
，《當代世界》
，58-59。
孫玉紅、呂波，2014，
〈中國推進 RCEP 談判的必要性及對策〉
，《經濟視野》
，19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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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 9 月出訪哈薩克時，提出共同建設道路
聯通、貿易暢通與貨幣流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同年 10 月，習近平在
出訪印尼時提出，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希望加強
與東協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期盼共同建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述兩者
被合稱為「一帶一路」，為中國大陸新一波的經貿外交政策，而「東南亞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協定」的推進將有助於中國大陸的經濟戰略布局。144。
除此之外，為實踐「一帶一路」的大戰略目標，2014 年由中國大陸所提倡並
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已於 2015 年 6 月 29 日正式簽署成立，並預計
於該年年底啟動。另外，由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巴西與南非等五國聯合成
立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也於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舉行開業式，未來將
會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相輔相成。145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快速
崛起，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上述不同內容的經貿外交政策，「以周邊
國家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戰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
絡。」仍然為其最主要的經貿戰略布局。
綜觀上述分析，從經濟層面來看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中國大陸
為了減少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正式運作後對中國大陸在經貿
上所產生的衝擊，積極推動「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與「中日韓自由貿
易區」的談判進程，為中國大陸目前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經濟合作發展方向。若
「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如期於 2015 年底完成談判，對中國大陸的
「一帶一路」經貿布局而言將成為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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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軍朋、郭曉珍，2014，
〈貿易自由化視角下 RCEP 發展面臨的挑戰與中國對策〉，
《商業時
代》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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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財經網，2015，
〈資本額 3 兆 金磚銀行上海開業〉，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1070946%E8%B3%87%E6%9C%AC%E9%A1%8D3%E5%85%86%E9%87%91%E7%A3%9A%E9%8A%80%E8%A1%8C%E4%B8%8A%E6%B5%B7%E9%9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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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軍事：維護海外利益安全
中國大陸於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布局最為人關注的不外乎是海洋戰略，近年
來中國大陸與海上鄰國衝突加劇，尤其是在黃海、東海及南海地區的主權議題
上，為了掌握爭議地區的制海權，中國大陸積極發展海洋戰略。除此之外，為了
支撐因國內經濟成長快速而大量消耗的天然資源，政府必須向外尋求天然資源進
口管道，以確保能源供應的穩定，因此中國大陸為了能源安全，積極投入海軍實
力的提升就不難理解。146
從中國大陸政府官方於 2015 年 5 月 26 日發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
書，可以解析中國大陸目前軍事戰略的布局為何，其中包括中國大陸對現今國際
安全情勢的理解以及中國大陸軍事武力的戰略方針。此白皮書仍然不斷強調中國
大陸的核心思想「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禦性
國防政策」。「和平發展」是基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前提下，但白皮書中
也同時提到，為了國家的核心利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47堅持防禦、自衛、
後發制人的原則，其目的在於，一方面強化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論述，另一方面
又強硬的表態在核心利益上絕不妥協的立場。
除了將「積極防禦戰略思想」劃為中國大陸軍事戰的重點之外，白皮書列出
了九大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的方針，其中包括了：1.軍隊需服從於國家戰略目標；
2.營造有利於國家和平發展的態勢；3.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以確保周邊
安全穩定；4.推進軍隊建設改革和發展；5.靈活運用戰略戰術；6.堅持黨對軍隊的
絕對領導；7.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確保任何情況的應對措施；8.推動戰爭動員以人
力動員為主轉向以科技動員為主以及積極拓展軍事安全合作空間；9.深化與大
國、周邊、發展中國家的軍事關係、以促進建立地區安全合作架構。148由此可見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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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球佈局中的海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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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於其軍事戰略發展的全面性，從國家軍隊改革到維持與周邊國家的軍
事關係合作，來建立其「以周邊為基礎，再向外拓展」的軍事戰略布局。
在 2015 年《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中，最備受關注的內容是中國大陸首
次提到「海外利益攸關區」的概念，「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國際安全合作，維護
海外利益安全」即表明維護海外利益安全已成為中國大陸軍事戰略高度關注的重
要目標，而加強國際安全合作則是達成目標的主要途徑。149
對一個國家而言，欲達到海外利益安全的戰略目標，最重要的就是加強海軍
實力，增強國家隊海外利益攸關區的制海權。美國已故少將 Alfred Thayer Mahan
對於「海權」進行解釋：「海權在廣義上不但包括以武力控制海上任何地點的海
軍力量，亦包括平時的商業與航運……。海權的核心就是海軍；海權的運用就是
海軍的運用。」150而所謂制海權，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海軍大辭典》一書中指
出：
「制海權為交戰雙方依靠海上優勢，在一定時間內對一定海洋區域所取得的
控制權」151；奪取制海權的方法為「運用艦隊決戰和海上封鎖，來消滅和驅逐敵
方艦隊」，藉此來達到保障國家海外利益。152因此，我們可以瞭解到中國大陸海軍
在維護其海外核心利益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都是以國家領土的防禦戰略為主，以陸戰觀念為核心的戰
略思想已深植許久，「突破重陸輕海的思維，高度重視經略海洋、維護海權」是
中國大陸 2015 年國防戰略的重點。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由於領土廣大且周
邊鄰國眾多，周邊海域（如太平洋或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路線均被他國控制；再
從數量限制來看，由於中國大陸海軍發展起步晚，至今與東北亞地區鄰國的海軍
大型艦隊仍無法比擬。153因此，中國大陸才會在 2015《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
中提到「海軍應按照近海防禦、遠海護衛的戰略要求，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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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轉引自廖麒淋，2012，
〈馬漢「海軍戰略論」要義對我之啟示〉
，《海軍學術雙月刊》
，46(1)：
27-28。
151
《海軍大辭典》編輯委員會，張三序主編，1993 年，
《海軍大辭典》
，上海辭典出版社，頁 8。
152
同上。
153
王俊評，2010，
〈制海權與中國海軍戰略〉
，《遠景基金會季刊》
，11(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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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禦與遠海護衛型結合轉變」，藉此強調思維轉變與海軍轉型的重要。154
中國大陸的海洋戰略目標，是為了維護其海外利益。中國大陸的海洋戰略目
標為：捍衛領土主權、保障海上能源供應線安全、保護沿海地區經濟重鎮、開發
海洋資源以及成為真正的強權國。領土方面有台灣、釣魚台與南海主權的紛爭；
能源供應方面是因為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快速，石油進口量大，若能源安全無法保
障，那國家發展也將會受到嚴重牽制；另外，中國大陸的經濟重鎮幾乎都在沿海
一帶，若無法強化海軍實力來保護這些城市，將切斷中國大陸發展的經濟命脈；
開採天然資源方面，雖然中國大陸土地面積廣大，但天然資源缺乏，糧食與能源
嚴重不足，在這樣的前提下，自然必須向海洋發展，以開拓天然資源；最後，從
歷史戰爭上來看，最終均是海權國家勝出，這樣的歷史借鏡讓中國大陸意識到，
若不能真正的轉型為海權國家，中國仍然無法成為第一流的世界強權。155由上述
分析可以得知，中國大陸不斷加強海軍發展，促進海軍轉型，增強其制海權的能
力，其目的所謂的「海外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從領土主權、發展強權、國家安
全到能源安全，為一個通盤且全面性的大戰略目標。
北京政府在軍事上加強海軍實力外，也正在施展其國際影響力，試圖建構亞
洲新安全觀。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4 年 5 月參加「亞洲相互協作與信
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 CICA）時進行演講，內容最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部分在於習近
平提到：「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
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亞洲人民有能
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實現亞洲和平穩定。」156的亞洲安全觀，強調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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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全文）
，
http://www.scio.gov.cn/zfbps/gfbps/Document/1435341/143534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155
林文程，2011，
〈中國全球佈局中的海洋戰略〉，
《全球政治評論》
，36：25-28。
156
人民網，2014，
〈習近平主席亞信演講〉，
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357140517104643_ctdzb_001，2014.5.20 上海亞信會議文字實
錄，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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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人民的主控權，並凝聚亞洲意識。157相較於 2015《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
在前言中指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
擴張」的決心，「亞洲新安全觀」的提出，卻展現出中國欲主導區域安全的企圖
心。
綜觀上述，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重要的軍事戰略目標為：「統籌
傳統安全領域和新型安全領域軍事鬥爭裝備，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維護國家海
洋權益、應對武裝衝突和突發事件準備」。而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手段為，透過
凝聚亞洲國家及人民的安全意識，將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最強近的對手排除在
外；透過內部轉型加強國家海軍戰鬥實力，轉變傳統陸戰思維改以海外利益為
重；強調「海外利益攸關區」為中國大陸之核心利益，並透過國際安全合作方式
達到維護海外利益的目的。158
從軍事層面來看，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對於安全認知及威脅來源已經產
生了變化，除了傳統來自軍事武力的安全威脅，還多了許多非傳統的安全威脅來
源，包括恐怖主義、網路駭客、氣候變遷、能源安全、海盜、難民問題、國際販
毒、人道災難及自然災害等等。世界各地均存在動盪不安的勢力，威脅著國際社
會的安全，加上全球化人力資源的流動快速，這些威脅的跨國性變強，國家與國
家之間需要進行有效的安全合作才能抵抗這些威脅，以保障國家安全。159中國大
陸在 2015 年《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中強調，為營造有利於國家和平發展的
安全環境，須不斷加強與非洲、拉美地區及南太平洋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160雖
然習近平在《攜手追尋中澳發展夢想 並肩實現地區繁榮穩的》的演講中表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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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中文網)，2014，
〈亞信峰會：習近平倡議亞洲新安全秩序〉
，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5/140521_china_russia_summit，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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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全文），
http://www.scio.gov.cn/zfbps/gfbps/Document/1435341/143534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159
盧昌鴻，2011，
〈新時期中國的軍事外交〉
，《大江周刊-論壇》，81-83。
16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全文），
http://www.scio.gov.cn/zfbps/gfbps/Document/1435341/143534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
65

國不應該干預亞洲地區事務，但其仍然免不了美國為了國家利益而全面性的介
入，加上亞洲地區國家對中國大陸崛起的不安，讓美國更順利的將兵力布局於亞
洲地區。
最後，筆者在前面討論中不斷強調政治、經濟與軍事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關
係是非常密切的，一個因素的變動將有可能影響國家戰略布局的安排。雖然中國
大陸不斷強調其和平發展的決心，並在政治上採取周邊外交企圖穩定周邊國家對
其所產生的戒心，但在軍事上卻不斷與日本、菲律賓和越南發生衝突；在經濟上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與國際貿易接軌，但當一個國家對他國經貿關係越依賴時，
國家政策的能動性就降低，而如今中國大陸正積極推行的「一帶一路」便是加速
中國大陸對海上貿易運輸線和能源供給線的依賴，連帶著將有可能使中國大陸的
制海權下降。161因此，中國大陸於亞太地區的外交政策雖然看似有一套模式可
循，但在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的變動將會影響著國家政策，美國亦是如此。

161

文揚，2015，
〈”一帶一路”加速中國海軍轉型〉
，《黨政論壇》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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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新型大國關係影響下之中美競合關係
自 2008 年以來，美國總統歐巴馬積極布局「亞洲再平衡」政策，為了在中
國大陸崛起的同時，確保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主導地位不被影響。美國外交戰略
布局上包括傳統安全層面與非傳統安全層面。傳統安全層面美國透過與亞洲地區
國家的軍事合作來達到將影響力滲入亞洲之目的，在東海及南海主權的爭議上掌
握話語權；另外，非傳統安全層面，美國則是透過從經濟領域或非軍事領域與亞
洲地區國家進行合作，目的也是為了將美國勢力滲入亞洲以確保美國在亞洲地區
的國家利益。
中國大陸不僅為處亞洲中心，又身為亞洲地區崛起中的大國，為了創造符合
其利益的外在環境，中國大陸積極發展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政策。中國大陸一方
面須謹守其和平崛起的發展方針，以安撫國際社會對其的疑慮，另一方面則需發
展出一套與現今世界上各大強權國家之間的大國友好關係，尤其是美國，以確保
在國家崛起發展的同時不被既有強權國家所阻撓。「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中
國大陸在 2010 年時所提出，以美國為主要對象的大國外交政策。
中國大陸國於 2010 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簡稱 S&ED）期間首次提出建立「新型大
國關係」的概念。時任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也在 2012 年 2 月份出訪美
國前接受《華盛頓郵報》的書面專訪，談到亞太區域時，習近平表示：「亞太區
域的人民追求和平、穩定與發展，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中美兩國」（“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162。時任中國大
陸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於 2012 年 5 月份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致詞：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需要思想、政策、行動並進。以創新的思維、切實的行動，
打破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傳統邏輯。」163由此可見，建立與美國穩定友好的外
162

人民網，2012，
〈習近說”太平洋夠大 足以容下中美兩國”的深意〉
，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17111739.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
16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2，
〈胡錦濤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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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關係，是中國大陸亞太政策的一環，也是降低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疑慮的策略
之一。
胡錦濤時期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以「創新思維、相互信任、平等互諒、積
極行動與厚植友誼」為主要基本條件。用創新思維來探索經濟全球化下的中美新
型大國關係發展路徑；用相互信任來期待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相信中國大陸以
和平發展的方式成長；用平等互諒來理解中美兩國不同的國情，在某些議題上將
會產生不同的意見，但尊重和照顧彼此的重要利益；用積極行動來加強中美雙方
在國際場域和地區性議題上的協調溝通；藉由上述各項條件來促進雙方加深交流
與互動，兩國人民相互瞭解合作並厚植友誼。164
到了習近平時期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可以從習近平於 2014 年舉辦的「第六
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所發表的
致詞內容來了解，其理想中的新型大國關係為「第一、增進互信，把握方向；第
二、相互尊重，聚同化異；第三、平等互利，深化合作；第四、著眼民眾，加深
友誼」。165實際上內容與胡錦濤時期大同小異，但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中美新型
大國關係的建構，必須以「互信」尊重為基礎，所謂的「新型」也就是有別於以
往的大國關係，強調大國之間切實的「合作」與「和平」。
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所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作出回應，歐巴馬總統在 2014
年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發出聲明稿，內容表示「中美共同致力於建立
一個務實合作並以建設性管理歧見為內涵的『新型關係』」（原文“We are
committed to the shared goal of developing over time a “new model”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defined by increased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ve management of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928574.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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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2，
〈胡錦濤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式上的致詞〉，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928574.s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
165
人民網，2014，
〈努力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在第六倫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
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致辭〉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7/10/nw.D110000renmrb_20140710_1-02.htm，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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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166由此可見，與提出此概念的中國大陸相比，美國更加重視
「務實合作」與「管理建設」。另外，美國在談到此一概念時仍然以「新型關
係」在看待，並不如同中國大陸所提議的『大國』關係來看，筆者認為有兩種可
能性，其一美國尚未認可中國大陸為一個可與其擁有平等地位的大國，其二為，
或許美國不願意以大國關係看待雙邊外交，同時不承認雙方為大國來增加自身的
外交彈性。然而，雖然中美雙方看似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期待程度與定義有
所不同，但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識，就是「合作」與「和平」。
以「合作」與「和平」作為中美之間建立有別於以往大國相互衝突的「新型
模式」是現階段中美之間的共識，雙方欲透過「和平」的狀態與交流模式達到
「合作」的目的，這當中尤其重要的關鍵在於彼此之間的「互信基礎」。中美之
間任何議題的探討、簽約與合作，都必須建立於「互信基礎」之上。本章節欲探
討的內容就是中美之間究竟有無「互信基礎」，從傳統安全層面與非傳統安全層
面進行探討，觀察中國大陸與美國對於傳統安全議題與非傳統安全議題抱持何種
態度，是「互利合作」還是「相互攻防」，在這些議題上中美彼此所採取的立場
與態度，將影響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構的「互信基礎」。

第一節 傳統安全：中美南海之競合
中國大陸現任主席習近平於 2014 年 11 月的「中美峰會」上表示：「中美要
建構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相應的『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兩國國防部簽署了
《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諒解備忘錄》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諒解備忘錄》，中美雙方應在此基礎上深化兩軍交流、互信、合作。」167並表示

The White House. 2014.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July 08.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7/08/statement-president-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posted（August 18, 2015）.
167
新華網，2014，
〈習近平強調從 6 個重點方向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
歐巴馬舉行會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12/c_1113220972.htm，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166

69

中國大陸願意持續推動兩軍在各方領域的合作機會，顯示出中國大陸在軍事方面
有意與美國合作，保持友好互動關係。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積極促成中美雙方軍事
合作協議的達成，是為了增加彼此軍事透明度，以利當雙方遇到突發狀況時能有
更加準確的判斷。
中國大陸與美國在 2015 年 6 月於華盛頓舉行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期間就「建立信任機制」的議題上，重申：「積極落實兩國國防部於 2014 年簽
署的兩個互信機制備忘錄，《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諒解備忘錄》
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 」168由此可見此兩項備忘錄將為中美
之間互信機制建立的橋樑，積極落實才是真正進入合作的開始。然而，雖然中美
雙方簽訂建立互信機制的協議，但東海與南海地區的衝突卻仍然頻繁，本章將主
要探討南海地區之中美衝突，期望勾勒出中美在南海地區的立場與戰略個為何？
又將對中美之間的「新型關係」造成何種影響？
南海地區不僅涉及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領海與島嶼的主權爭奪，同時也
是中國大陸與美國軍事實力競合的場域。自 1950 年代中葉以來，南海地區的主
權爭議不斷，南海地區周圍國家包括中國大陸、菲律賓、越南、及馬來西亞相互
競爭該區域的島礁，以展現其擁有的實質主權。為了緩解南海地區日趨上升的衝
突情勢，各方聲索國與中國大陸在 2002 年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通稱
「南海行為準則」。此準則的目的是希望各方聲索國以和平的方式面對南海地區
的主權爭議，盡量避免軍事衝突的發生，並禁止任何惡意破壞南海地區安全的行
動。169
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後，看似各方聲索國有意和平解決爭端，但實際
上卻仍是衝突頻繁。例如 2004 年，越南於南沙群島的南威島修建機場，增強越
南對附近島嶼的控制力，又於同年 4 月宣布組織旅遊團前往南沙群島進行觀光。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Outcomes of
the Strategic Track.” June 2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5/06/244205.htm（August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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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長永，2010，
〈中美對峙與南海島嶼主權爭端發展〉，
《全球政治評論》
，3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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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政府對於越南上述這些行動提出嚴厲的警告，並指出越南試圖破壞

「南海行為準則」，不僅侵犯了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更可能導致南海地區型事
複雜化。菲律賓與美國則在 2008 年 5 月時，於巴拉望島（Palawan Island）附近
演習，巴拉望島非常接近具有主權爭議的南沙群島；2009 年，菲律賓國會通過了
「海洋基線法案」，將具有領土爭議的太平島（Itu Aba Island）、自由群島
（Kalayaan Islands）、及中沙群島的黃岩島（Scarborough Island）劃入菲律賓的
領土範圍內，引起中國大陸嚴重的抗議。另外，2009 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巴達
威（Datuk Abdulla Badawi）登陸南沙群島的彈丸礁，宣示馬來西亞對該島礁的主
權。171
面對越南、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積極行動，中國大陸也開始積極對南海做出
宣示主權的行動，例如調派海軍艦隊巡弋護航、擴充南海島嶼的建設等等，導致
南海地區衝突不斷。172近年來，中國大陸與越南及菲律賓發生數次武裝衝突，更
在今年 5 月（2015），和以美國為首的周邊國家爆發衝突。美國偵察機逼近南
海，被中國大陸空軍逼退 8 次、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公開要求中國大陸停止造島、
美國偵察機發現中國大陸在南海島嶼部署自走炮等等。173
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15 年 5 月，發布了中國的軍事戰略，被稱
為第九部中國大陸《國防白皮書》。內容主要闡明中國大陸發展的是防禦型軍事
戰略方針，堅決不搞擴張、不稱霸，但卻明確提出「海外利益攸關區」的概念，
六次提及「海外利益安全」為中國大陸重要戰略任務，所有的軍事戰略方針都並
須能確保維護中國大陸的「海外利益安全」。2015 年中國大陸《國防白皮書》更
強調，中國大陸必須突破傳統的重陸輕海思維，高度重視海洋利益，維護國家海
權，建設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體系，以支撐中國大陸發展為海洋強權時的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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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籌組南沙群島旅遊 中國提出交涉〉
，
http://www.epochtimes.com/gb/4/3/25/n49194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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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天下，2015，
〈南海衝突的三個層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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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174所謂的「海外利益攸關區」，就目前的中國大陸而言，雖然在《國防白皮
書》中並未明確指出哪些地方為中國大陸的「海外利益攸關區」，但目前與中國
大陸相關的海外爭端，不外乎為南海地區的主權爭議、台灣爭議與釣魚台衝突。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在其軍事戰略上明確表示，中國大陸保證和平崛起，保
證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但只要牽涉到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中國大陸
仍會強烈捍衛其權力，尤其關乎主權的爭議。對南海地區的聲索國而言，為了與
中國大陸日漸崛起與擴張的國防實力相互抗衡，勢必需要一個軍事實力能與其對
抗，並且在全球戰略上必須圍堵中國大陸的強權國來予以制衡，這個國家就是美
國。
美國對南海地區的爭端衝突長期以來採取不介入的立場，頂多呼籲聲索國各
方自制、和平的解決爭端。南海地區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影響美國在
南海的航行自由權。自中國大陸海軍實力增強以來，多次在南海與南海以外的地
區與美國船艦發生衝突，例如 2000 年中國大陸在東海攔截了美國 RC-135 偵察
機、2001 年攔截了美國一艘海洋環境觀測船、2002 年派飛機跟蹤同一艘海洋環
境觀測船、2009 年美國的海洋偵測船又遭到中國船隻的近距離跟蹤等等。以上這
些美國軍艦都是在靠近中國專屬經濟海域內執行偵查、巡弋任務，中國大陸採取
跟蹤或攔截的方式迫使美國船艦離開其專屬經濟區範圍。175
中國大陸對南海地區開始著手實際行動，捍衛其所聲張的主權，使美國了解
到「不介入」的立場將不利於美國自身在南海地區航行自由的權利，因此美國開
始改變對南海地區的戰略，試圖「介入」南海地區的爭議，並掌握絕對的話語
權。再加上美國政府於 2009 年後擬定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東南亞地區與中
國大陸有主權爭議的國家，藉機讓美國「介入」南海議題，為南海爭議的聲索國
增加勢力，與中國大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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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身地理位置就在亞洲地區的中國大陸而言，其對南海地區島嶼海域的
利益要求為「實質主權」；但對於被中國大陸所稱為「域外國家」的美國而言，
其在南海地區所要求的利益則是「航行自由」與「海洋自由」。2010 年時任美國
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在馬來西亞吉隆
坡進行訪問時，對於南海問題表示：「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與『海上自由』
是美國的關鍵利益……我們認為，解決南海地區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在多邊環境
下，包括東盟做為一個整體來進行討論。」（原文“We have critical interests in
terms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freedom of the seas….Our general view is that we think
the best process for these issues to be addressed is in a multilateral setting, including
176

ASEAN as a whole.”） 同年 7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中表示：「雖然美國在南海主權爭議上不偏袒任何一方，
但各方聲索國都應該按照國際法規範來合理合法要求其權利與海域。只要可以幫
助國際社會穩定，在不阻礙貿易進行的條件下，美國願意尊重各方的利益和責任
來解決或減緩南海地區的衝突。」177由此可見，美國雖然檯面上說著不偏袒任何
一方，但實際上是決定介入南海議題，為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與「海
上自由」做出行動，捍衛美國利益。
由於美國的介入，加上越南與菲律賓試圖在 2010 年 7 月份於河內所舉辦的
東協區域論壇上將南海爭議放進議程，明顯使得南海議題國際化。在此次論壇
上，與會的 27 個國家，有 12 個國家支持美國主張建立多邊機制解決南海衝突，
雖然並未過半數，但仍然顯現出南海議題已經從區域議題擴張為國際議題，這是
與中國大陸所期望的雙邊協商不同的。178

Kurt M. Campbell.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Press Availability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March 1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3/138007.htm（August 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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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0.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July 23. U.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August 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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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of America. 2010. “China Put on Defensive at ARF Over Spratlys.” July 26.
http://www.voatibetanenglish.com/content/china-tells-us-not-to-internationalize-south-china-seaterritorial-issue-99242409/1275308.html（August 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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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認為南海地區為其歷史水域，因此反對將南海議題交由任何國際組
織來處理，堅持認為南海問題應該由與中國大陸劃界發生糾紛的聲索國進行雙邊
談判。179中國大陸對南海議題的「雙邊談判」主張，明顯是想排除域外勢力介
入；而美國提出的「多邊談判」主張，則是希望可以透過全面性的制度框架來解
決南海糾紛，目的是為了讓美國順利插手並捍衛其「航行自由」與「飛越自由」
的利益。
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南海地區的動作頻繁，已經使得中國大陸與菲律賓、越
南、馬來西亞等聲索國之間的爭議居高不下，與美國的溝通也越來越分裂。從
2012 年 6 月開始，中國大陸將南海三沙（西沙、南沙、中沙群島）編制整合為
180

「三沙市」，引起各方聲索國與美國的嚴正撻伐。 後續還有修建塔台、建立機
場跑道、填海造陸等等，即便各方對中國大陸提出抗議，中國大陸也強烈回應表
態其立場：「這只是中國大陸在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像是時任中國大陸
外交部長王毅，在 2015 年 5 月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時，態度強硬的指出：「中國
大陸在南沙島礁的建設，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181
總而言之，美國在南海議題上要求「航行自由」與「飛越自由」，反對中國
大陸在南海地區的填海造陸與軍事行動，指責中國大陸在南海地區的行動將破壞
區域安全的穩定，並希望可以透過「多邊機制」有效管理分歧；而中國大陸則是
認為，南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大陸的領土範圍，中國大陸在南海地區的一切
行動，都是其「國內事務」，若與周邊國家有所紛爭，也是應該透過「雙邊協
商」進行解決。雖然在 2015 年 5 月美國國務卿克里訪華時，美國國務卿克里不
時呼籲中方應減少南海地區的摩擦衝突，舒緩南海地區的緊張情勢，但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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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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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也不斷表示堅持南海地區為國內事務的立場，並認為中美關係始
終沿著「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正確軌道向前發展，成為一場各說各話、沒有共
識的會談。182
南海為現今全球經貿往來最緊密的地區，若中國大陸在南海地區的軍事佔領
擴張，不僅影響南海周邊國家的緊張情緒，更有可能進一步威脅世界經貿穩定。
183

美國與中國大陸在南海衝地區上的角力，加上東協國家聲索國（越南、菲律

賓、馬來西亞、汶萊）與非聲索國的立場不一，使南海地區緊張情勢居高不下，
無法有和平談判的空間。筆者認為，中國大陸要求美國給予其「國家利益」與
「主權維護」的尊重，美國則是在要求「航行自由」與「飛越自由」的同時，更
要求中國大陸停止對南海地區的一切行動，中美兩方都有其必須要追求的國家利
益，目前為止兩方的利益仍未合拍，無法達成共識。由此可見，中美雙方在南海
議題上的外交政策與國家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馳，在這樣的情勢下，雙方又該如何
尋求對彼此的「信心建立」，來達成雙方都表明願意追求的、以和平為前提的
「新型關係」。

第二節 非傳統安全：能源安全之競合
相較於南海地區的衝突情事，中國大陸與美國雙方在非傳統安全的議題中則
是積極建立合作平台與對話機制，從今年（2015）六月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
對話成果清單就可以發現，中美兩國從反恐合作、生態環境、能源合作、災害應
急管理到氣候變遷等等，在許多議題上均有拓展對話平台並建立合作小組。18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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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間透過這些合作與溝通管道，試圖尋找能夠符合美國期望建立的「一個務實
合作並以建設性管理歧見為內涵」的中美關係。本章節將從中國大陸與美國就氣
候變遷議題積極展開各項小組討論，到各項合作條約的落實，來了解雙方就氣候
變遷議題的合作項目，進而探討雙方在能源安全上的合作狀況。氣候變遷議題所
產生的全球節能減碳，以及各國開發清潔能源努力達到減排目標，這兩項為近年
中美雙方合作明顯積極的領域，因此筆者認為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上，若欲建構中
美之間的「新型關係」，氣候變遷與能源合作兩項議題將成為中美之間「建立互
信」的基石。
氣候變遷議題已在全球發展一段時間，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能源安全和氣候變
化領域也進行了 30 多年廣泛的合作，因此氣候變遷議題也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
係架構下的其中一個主要合作領域，讓雙方可以透過氣候議題加深彼此的互信基
礎。185除此之外，透過協調溝通與技術合作，「氣候變化與能源合作」也成為中
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相當重要的議題。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氣候議題上的爭論與合
作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面向，包括（一）國家能源使用結構不同、（二）彼
此監督減碳政策的落實度、（三）雙方對減碳目標的不確定性、（四）發展中國
家與已開發國家對於減排比例的責任觀不同、對減排政策所產生的成本承擔能力
也不同。186
自 2006 年起，中國大陸的年度碳排放量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碳排放總量
最高的國家，近幾年來其碳排放量更超越美國與歐盟的加總，到了 2014 年，中
國大陸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越歐盟，專家預測在 2015 到 2016 年這段期
間，中國大陸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累積碳排放量的第一
大國家，也將被封為全球暖化的最大貢獻國。187美國雖然自歐巴馬上任後，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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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聯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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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聯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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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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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61。
18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國家溫室氣體登陸平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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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節能減碳政策，也確實在近兩年讓美國碳排放量降低，但仍然僅次於中國大
陸為全球碳排放量的二高的國家。中美兩國身為全球兩大碳排放國，又是國際社
會中最具影響力的大國，面對中美衝突的聲浪不斷，加上南海地區的軍事衝突僵
持不下，卻又在氣候議題上開闢另一個合作平台，攜手合作為彼此降低碳排放量
共同努力，這成為筆者欲探討中美除了在傳統安全上的競爭之外，也在非傳統安
全領域有著截然不同的互動模式。
延續上述五個面向來探討，首先，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能源使用上有所不同，
中國大陸大量依靠煤炭燃料，但煤炭卻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能源，根據
《2015 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鑑》的數據，中國大陸在 2014 年的煤炭消耗量比去年
高出 0.1%，佔全球 50.6%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耗國；美國在 2014 年的煤炭消耗
量則是佔 11.7%為世界第二大煤炭消耗國。188中國大陸對煤炭的高度依賴與其低
廉的成本有關，但這種低成本、高排放的能源消耗，使各界認為與中國大陸承諾
的減碳排放立場相互違背。189因此，若欲降低中國大陸二氧化碳排放量，改變其
在煤炭能源方面的使用量，尋求替代性能源為最基本的前提。
第二，中國大陸長期以來被列為高汙染的國家，從空氣汙染、水汙染到沙漠
化問題等等，使中國大陸被公認為嚴重環境汙染的大國，外界多少會對中國大陸
是否能夠有效率並切實地落實環保政策產生懷疑。對中國大陸而言，在一個發展
中國家積極快速發展國家經濟成長的同時，勢必難以同時兼顧環境保護，雖然中
國大陸長期以來將環保政策放在國家發展計畫書當中，但仍然被外界懷疑中國大
陸是否會為了環境保護而犧牲其經濟成長。因此，中美雙方在氣候議題的合作之
外，如何確實要求彼此的減碳政策落實也是一項重點，從 2009 年開始，在美國
首都華盛頓所舉行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美雙方已簽訂《中美兩國政

2015 年 8 月 28 日。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中文網)，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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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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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GLOBAL CARBON PROGECT. 2014. “Global Carbon Budge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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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tat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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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慶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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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關於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根據此備忘錄，雙方試
圖建構一套應對氣候變化的對話合作機制，為減少碳排放量推動具體政策項目的
合作。190雙方不僅拓展相關領域的合作，也聯合雙邊的專業技能、資源投入和研
究能力，可以看出中美雙方在氣候議題上合作的努力及決心。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與美國在 2010 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簽訂
了《中美能源安全聯合聲明》，目的是更進一步的發展中美在能源方面的互利合
作、多元發展，幫助中國大陸減少煤炭使用量，到了 2011 年的第三輪中美戰略
與經濟對話時，再次提及《中美兩國政府關於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
諒解備忘錄》與《中美能源安全聯合聲明》的重要性，並要求雙方落實合作政策
的推行，可以看出中國大陸與美國看中彼此都非常重視在能源方面與氣候變遷議
題的互利合作。191
第三，雙方對減碳目標不確定是因為在舉行 2014 年 11 月「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以下簡稱亞太經合會）」以前，中國大陸
與美國從未釋出確切的減碳目標訊息，也使得美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國
際談判議程遲遲無法有突破性進展，一方面身為全球碳排放前兩名的美國並未明
確給予「聯合國」減碳目標，另一方面則是以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家的聯合抵
制，認為減排政策對開發中國家並不公平。192在減排目標方面，2014 年 11 月的
「亞太經合會」被各界認為是氣候變遷議題的里程碑，因為在此次的會議當中，
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進行會談時，
針對氣候變化議題深入探討並交換意見，更在會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
明」。聲明稿中美國宣布「計畫於 2025 年時現在 2005 年基礎上減排 26%-28%的
全球經濟範圍減排目標，並將努力減排 28%」，中國則是計畫「在 2030 年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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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聯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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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並計畫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
消費比重提高到 20%左右」。193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與美國都已發出聲明，為國
家的減少碳排放量訂出目標，至於後續的實質減排計畫內容與雙方的落實程度則
需日後繼續觀察。
最後，在 2014 年中美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之前，聯合國氣候變
遷的國際談判停滯不前的因素還包括「歷史責任觀的不同」以及「發展中國家與
已開發國家隊實行減碳政策的成本負擔能力有所落差」，例如 2013 年的「聯合
國波蘭華沙氣候變遷會議」歷經兩周的密集討論，卻仍然無法達成實質性共識，
主要問題就是在於：一、開發中國家對溫室氣體減排量的質疑，二、開發中國家
認為已開發國家對其資金援助的跳票，要求損害補償機制。首先，高度仰賴化石
燃料的開發中國家認為，已開發國家長期排放溫室氣體，比開發中國家更早進入
工業發展階段，排放的總體溫室氣體輛是比開發中國家多的，加上開發中國家為
了國家經濟成長難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開發中國家認為這些已開發國家
應該負起大國該負的責任，承擔更大的減碳標準。然而，在減碳標準的部分，以
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則堅持，中國大陸為現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印
度排名第四僅，僅次於美國及歐盟，開發中國家如此龐大的碳排放量，應該與已
開發國家共同平均分擔責任。194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 1850 年以來，美國是溫室氣體累計排放量最大的國
家，而中國大陸直到 2007 年才開始超越美國的年度排放量，並在近幾年由於國
家快速發展而碳排放量不斷劇增。195雖然中國大陸現居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國家，
但中國在氣候議題談判的立場堅持「共同但有區別得責任」，就是因為其認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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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英國等已開發的先進國家，享有了百年來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卻在需要承擔
全球性責任時要求未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共同承擔其造就的成本，中國大陸認
為這對未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來說是不公平的。196換句話說，美國要求身為現
今碳排放量最高的國家，即中國大陸，為現今全球溫室氣體的高排放量負責；而
中國大陸則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在享受現今的繁榮與發達的同時，更
應該要為過去對全球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負更大的責任。
第二，除了負擔責任比例的問題，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爭議還包括開
發中國家對於負擔減排政策的資金與技術問題，因此技術與資金的協助也成為中
國大陸與美國在討論氣候變遷議題時的重點。在聯合國氣候變遷議題的國際談判
中，中國大陸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比例的資金來協
助開發中國家面對氣候變化政策，同時須轉讓環保技術給予開發中國家，以實現
有效率的減排效果。美國則是反向不斷要求以中國大陸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實際
落實減排政策，並認為不應該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因為其是開發中國家就可
以搭便車，不付出環保成本的坐享其成。197
同樣在 2013 年的「聯合國波蘭華沙氣候變遷會議」當中，開發中國家批評
已開發國家並未實踐在 2009 年時所做之承諾，即在 2020 年後把協助貧窮國家因
應氣候變遷的援助金「綠色基金」，富有的已開發國家並未落實長期資助開發中
國家改用潔淨能源，並資助貧窮國家因應全球暖化衝擊的約定；美國、歐盟等已
開發國家則是以全球經濟不景氣及國內預算壓力為由，不願設立 2013 年到 2019
年對貧窮國家的援助目標，使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氣候議題的談判上衝突
越演越烈。198因此，可以發現在資金補助與技術合作轉讓的部分，也成為國際氣
候談判的重要障礙，但美國與中國大陸在氣候議題進行合作後馬上建立了「氣候
變化工作小組」，目的是為雙方促進各項關於減排汽車、智能電網、碳捕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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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封存、效能、溫室氣體數據管理、林業和工業鍋爐的技術合作。199另外，在
「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也指出，中美雙方願意在二十國集團下（Group of
20），就低效能化石能源補貼進行聯合審議。200換句話說，願意予以中國及印度
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在資金補貼方面進行審議討論並給予協助。由此可見，中國
大陸與美國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不僅給予國際氣候變遷談判一劑強心
針，在技術合作方面也積極落實，讓外界看出中美雙方在氣候議題上合作的積極
態度。
從上述幾點氣候議題談判的爭議來看，2014 年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
是中國大陸與美國有史以來對氣候議題作出最明確的減排目標，以及試圖建構有
效落實的合作政策，雖然減排計畫與實質內容外界認為模糊不清，但中美對減排
目標不明確的態度的確長期以來是全球氣候談判停滯不前的原因，因此外界多少
會對「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發佈以及其後續發展抱持期待。聲明中提到
「兩國元首決定來年緊密合作，解決妨礙巴黎會議達成一項成功的全球氣候協議
的重大問題」，可以看出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的合作上是非常積極
的。201除此之外，中美雙方也確實在 2015 年 9 月 15 與 16 日於美國洛杉磯舉行首
屆「中美氣候領袖峰會」，使全球性的氣候變化議題在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大碳排
放國落實，進入具體實踐階段，樂觀的對此次中美氣候領袖高峰會給予肯定，認
為對 2015 年底的巴黎氣候大會有具體的影響，但仍有一部份環保團體不樂觀的
認為，中美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合作是過分妥協，要在年底的全球氣候大會上獲
得「一致共識」還是有困難。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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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從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積極合作來看，不論是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或「中美氣候領袖峰會」，都
可以發現中美雙方在任何平台上均努力建構氣候合作的框架，也在 2015 年進入
實質性合作的階段。雖然外界對中國大陸及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合作仍質疑
其實質性內涵的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其雙方的氣候合作確實是為「共同利
益」，同時也是為建構中美「新型關係」打造「互信機制」的基礎。
氣候變化與能源合作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議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 2015
年的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中國大陸與美國就氣候變遷合作與能源安全
合作展開多個工作小組會議，發表過去一年的合作成果與討論未來的合作計畫。
203能源使用與氣候變遷議題息息相關，由於中國大陸大量消耗二氧化碳產量最高

的煤炭作為國家工業發展的主要能源，因此推動清潔能源的開發與擴展使用成為
中國大陸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條途徑。所謂清潔能源（Clean energy）也可稱
作綠色能源（Green energy），也就是在能源的獲得過程與使用過程都較不會排放
汙染物質的能源，例如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地熱能、海水溫差發電等
等，以不惡化環境、不破壞環境目標。清潔能源來自低碳燃料，這些燃料的取得
過程與利用，將排放較少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可以減緩溫室效應所帶來的氣候
變遷。204美國與中國大陸合作，就是希望可以降低中美雙方的非再生能源消耗
量，透過投資與技術合作推動清潔能源的使用效率。
2008 年 6 月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和美國財政部長 Henry M. Paulson
代表兩國在時任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國國家代表胡錦濤的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期間簽署了《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正式啟動中美在能源議題上的雙
邊合作機制，為中美清潔能源的合作奠定基礎。205在中美共同發表的官方文件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 “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 Outcomes of
the Strategic Track.” June 2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5/06/244205.htm（August 20,
2015）.
204
王淑卿、李冠群，2011，
〈新能源—綠色能源（Green energy）--上〉
，科技部高瞻自然科學教學
資源平台：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31580，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7 日。
205
中美綠色合作夥伴（溼地與綠色發展）--組織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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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 共創綠色未來之路：十年合作框架下中美能源
和環境合作》中，內文從空氣質量、水質質量、交通行動、電力行動、能效行
動、保護行動、綠色合作到濕地保護等等，大方向的指出中美雙方期望在
2008~2018 年可以做到的合作議題，致力於環境能源保護，為了能夠有效落實合
作政策，將在未來成立相關工作小組（例如中國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篪和美國國務
卿克里在 2013 年 4 月宣布成立的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206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隔年 7 月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輪中美戰略與經
濟對話時，雙方以清潔能源為主題簽訂了《中美清潔能源和氣候變化合作諒解備
忘錄》，並在同年 10 月簽署《促進建設中美能源合作項目諒解備忘錄》，正式啟
動中美在清潔能源上的各項合作。隨後在同年 11 月，中美雙方又簽訂了三項政
府部門之間的合作備忘錄，分別是《中美關於頁岩氣領域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
錄》、《中美關於建立可再生能源夥伴關係的合作備忘錄》、《關於中美能源合作項
目的諒解備忘錄》。到目前為止，這些合作計畫依然持續在進行中，並在每年的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發布成果。207
到了 2010 年 5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與中國大陸國家代表習近平所舉辦的「第
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期間，中國大陸與美國雙方簽署《綠色合作夥伴
計畫框架實施諒解備忘錄》，目的為加強雙方在氣候變化、能源、環境等領域的
合作。2082013 年時，基於 2008 年的《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與 2010 年
的《綠色合作夥伴計畫框架實施諒解備忘錄》，中國大陸與美國在第五輪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期間，兩國就《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簽署了《中美能源

http://www.shues.org/epwr/information.aspx?id=8，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7 日。
206
美國國務院、美國能源部、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4，
《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
作框架 共創綠色未來之路：十年合作框架下中美能源和環境合作》，Forging the Path to a Greener
Future：U.S.-China Energy and Environment Cooperation under the Ten-Year Framework。
207
劉卿、劉蓉蓉，2011，
〈論中美清潔能源合作〉，
《國際問題與研究-美國外交與中美關係》
，2：
29。
208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
〈推展國際綠色合作 促進綠色成長〉
，
http://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C90548F2DB23E8B9&sms=AB593F5AE64A02BE&s=B
E9ECAC5BB1C9077，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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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綠色合作夥伴計畫框架》209，而所謂的「綠色合作夥伴
計畫」就是中美兩國關於地方政府與相關機構所促成的一個合作平台，讓中美之
間的能源合作可以進入務實合作階段。210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與美國為了氣候變遷
議題所進行的合作計畫，不僅僅是設立減碳目標，而是有實質性的落實進行各項
合作計畫政策，一方面可以促進企業投資，另一方面則可以強化技術。
中國大陸與美國的能源合作在《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的基礎上近
年來的合作越來越頻繁，除了 2010 年開始積極簽訂的各項合作備忘錄之外，又
在 2013 年積極推動綠色合作夥伴計畫，鼓勵兩國民間單位進行環保技術合作，
期望可以深化兩國在相關領域的合作發展關係。211
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能源與環境議題上的合作之所以可以快速發展，可以從供
需原理進行探討。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國家快速發展，總體實力崛起的
同時對美國造成了霸權地位的挑戰，不論在經濟、安全或地緣戰略等等，美國對
中國大陸的干涉與制衡已經顯而易見；但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崛起，伴隨而來的
是能源的巨大消耗量，這對美國而言，中國大陸成為一個廣闊的能源技術和產品
出口市場。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在國家自身快速崛起的同時，國際社會對其
崛起的心態與戰略多有懷疑，若能與美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友好合作，多少
也能建立中國大陸與外界的信任關係，並期望美國能降低對其的制衡與干涉；另
外一方面，美國擁有煤炭高效利用的技術，大規模碳捕集與封存技術，中國大陸
與美國的合作能讓中國大陸引進先進的技術，並有效降低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順利達到預設的減排目標。212從上述角度來看，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能源安全與
技術方面的合作，將可以獲得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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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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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衝突持續，但在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上的合作
也仍在進行，看起來是在分中求和又在合中有分。中國大陸積極在非傳統安全上
尋求擴大與美國的合作，但在軍事安全上頻頻對周邊國家及美國下馬威；美國雖
宣示「重返亞洲」並在太平洋地區加派軍備，就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美國擔心中
國大務在亞洲地區獨大而壓縮到美國的影響力，但美國仍與中國大陸在非傳統安
全上強調加強合作與管控分歧。在這樣的國際情勢下，中美之間的關係，從傳統
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領域來看，一方面積極拓展友好合作與建立互信基礎，另一
方面相互對峙緊張，衝突一觸即發，這與中美雙方強調的「新型關係」又有何種
關聯。
延續筆者在本章一開始的討論，中美「新型關係」需要建立在「互信基礎」
之上，中美雙方也願意共同為建立「新型關係」努力，換句話說，也就是努力促
進「互信基礎」的建立。單就傳統安全層面，雖然在南海議題上有明顯衝突，看
似「互信基礎」建立困難，但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仍然存在，例如 2014 年 6 月
中國大陸首次受邀參加由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多國海軍軍事演習、2014 年
12 月中國大陸與美國軍艦首次在亞丁灣海域進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運用演
練，213以及 2014 年中美兩國國防部共同簽署的《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與
《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均為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成果。214
由此可見中國大陸與美國在傳統安全層面有合作也有衝突，在進行衝突的時
候也積極建立「信任措施」，期望彼此增加軍事透明度以利於緊急狀況發生時的
判斷，卻也不願意停止在南海地區的軍事衝突。在非傳統安全層面更是積極拓展
不同領域，除了氣候變遷議題與能源環境合作之外，還有反恐方面的合作，像是
中國大陸與美國在 2014 年展開第一次中美副外長級反恐磋商，並在 2015 年第二
次中美副外長級反恐磋商時達成多項共識，雙方同意加強在反恐情報執法等領域

213

中國日報中文網，〈中美軍事交流日趨成熟〉
，http://cn.chinadaily.com.cn/zmjsjl/#1，檢索日期：
2015 年 9 月 27 日。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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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Track.” June 24.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5/06/244205.htm（August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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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合作。215

215

人民網，〈中美反恐磋商達成多項共識 雙方應建立真誠深度合作〉，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805/c70731-27416994.html，2015.8.5，檢索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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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結論
中國大陸與美國為現今國際關係中最受關注的兩大強權國，美國自第二次世
界大戰以後奠定其強權國地位，更在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成為世界霸權；中國大
陸則是藉由近年來其快速發展的經濟實力，成為在國際社會中最具重要性的開發
中國家。從區域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的崛起使亞太地區許多國家更加重視與其的
外交關係，美國的勢力長期散佈全球，但在歐巴馬總統上任後，其「重返亞洲」
的外交政策使得國際社會更將焦點放至亞太地區。
美國自歐巴馬總統上任後 2009 年提出「重返亞洲」的概念，至 2012 年推動
「亞洲再平衡」的戰略布局，平衡的是「權力」。過去能與美國抗衡的是蘇聯勢
力，而現在美國指出為平衡「亞洲」地區的勢力，也就是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
美國為貫徹其「亞洲再平衡」的戰略布局，透過政治層面的「前進佈署」政策，
經貿層面的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軍事層面的強化與亞洲地區盟
國之軍事合作，擴大聯合軍演範圍並增加聯合軍演次數，三大層面所進行的全面
性布局來達成其「亞洲再平衡」的戰略目標，以牽制中國大陸。
美國在亞洲地區的盟國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希拉蕊
在演講中均一一提出其合作進展與友好關係。美國與日本以《美日安保條約》作
為最主要的美日互信基礎，擴展至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多項合作；216北韓長期以來
的軍事核武威脅，使美國與南韓因為有著此共同敵人而加深互信關係；澳大利亞
與新加坡從 1951 年開始就與美國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歐巴馬也在 2011 年
至澳大利亞進行訪問時，宣布長期於澳大利亞北部港口駐軍，顯現出美國與澳大
利亞在軍事上的互信合作；217美國與泰國在 2012 年簽署延長軍事同盟協議，強調

IIP DIGITAL｜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 “U.S.-Japan Friendship Grows Through Economic
Cooperation.” October 10.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12/10/20121010137288.html#axzz3rLic5W8E,
（October 5, 2015）.
217
程鵬翔，2014〈美國重返亞太背景下的美澳同盟〉
，《太平洋學報》，122(3)。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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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與軍事合作協議；218美國與菲律賓則是於 2014 年簽訂一
項為期十年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菲律賓期望透過美國增強其自身的海軍實
力以對抗與中國大陸在黃岩島的領土紛爭。219
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合作夥伴包括印尼、印度、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及紐
西蘭等，增強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220美國在亞洲地區多邊機構的參與，包
括 2009 年簽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及 2010 年加入東亞高峰會等，積
極透過亞洲地區的多邊合作平台拓展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國務卿希拉
蕊曾在美國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文章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文中表
示，美國過去幾年將財力物力大量投入耗費高昂的中東地區，未來美國將把資源
221

投入亞洲地區。 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國際體系結構若改變，也將會影響
一個國家的外交行為，中國實力的快速崛起，亞洲地區經濟市場的擴大均為國際
體系結構的改變，美國勢必做出外交行為的轉變。
美國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經濟層面考量，不外乎重振美國經
濟，以美國為中心的貿易框架，吸引其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員國加入，
拓寬亞太市場；222政治層面的考量包括地緣政治與制衡中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是歐巴馬政府「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之一，並且稀釋近年來因經濟快速
發展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在亞洲的區的影響力。也就是新現實主
義中認為霸權國會為了創造對其自身有利的遊戲規則，而建立與維持國際合作機
制。
美國軍事層面的「亞洲再平衡」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主軸，日本與南韓都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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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中文網)，2014，
〈美國與菲律賓兩國達成新的防務合作協議〉，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4/140411_usa_philippines_agreement，檢索日期：
2015 年 6 月 18 日。
220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0.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October 28.
http://m.state.gov/md150141.htm（June 15, 2015）.
221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October 11. Foreign Polic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wp_login_redirect=0（June 23, 2015）.
222
陳繼勇、王保雙、王瑋楠，2014，
〈論美國主導下的 TPP 對中國的挑戰〉
，《湖北社會科學-經
濟論壇》
，7：85。
88

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展現其軍事影響力的延伸與支柱。東南亞地區因為中國大陸在
南海與東海地區的動作頻頻，使得東南亞各國積極在軍事上與美國進行合作，美
國也順利在東南亞地區取得軍事基地並加強軍事部署，加上一連串的聯合軍事演
習，美國透過「點」、「線」、「面」的全面性軍事戰略布局，牽制中國大陸在軍事
上的拓展行動。
從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來看，美國自冷戰以後的霸權地位，使其長期
以來主導國際關係的權力平衡，許多強權國家也在如此的國際社會中實行其外交
政策，然而中國大陸的總體實力崛起，使美國開始注意其外交政策是否會破會既
有的國際秩序，因此宣告「重返亞洲」並採取「亞洲再平衡」政策，美國欲平衡
的就是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勢力。
由於「中國威脅論」的高漲，使中國大陸需要不斷去證明自身的外交行為是
以和平為目的，因此在 2011 年時，北京政府透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
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強調中國大陸是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與他國和
國際社會進行外交互動，並堅持其和平發展的決心。223中國大陸身處亞洲地區，
對亞太地區的外交戰略布局更是重要。政治層面透過「周邊外交」鞏固中國大陸
與鄰國之間的關係和平穩定；經濟層面與東協成員國共同建構「東南亞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關係」，並積極拓展與亞洲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以加速自身經濟發
展；軍事層面強調「海外利益攸關區」，將中國大陸視為國家核心利益的區塊列
入，並表示在中國大陸和平發展崛起的同時，也絕對捍衛國家核心利益。
日本與美國基於《美日安保條約》有著深厚的信任基礎，對中國大陸而言，
日本就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大的影響力延伸，雖然在經濟方面中國大陸積極與日
本進行自由貿易談判，但在政治外交上中日之間的互信關係相對薄弱；224北韓則
是與中國大陸較為緊密的國家，在經濟上、軍事上與中國大陸有較多的互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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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與南韓在 2008 年時已將雙方關係提升至「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顯示
著中韓雙方不僅在經濟領域合作，更在政治、軍事外交等等加強合作與交流。225
東南亞地區的國家與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較為微妙，在經濟層面擴大交流與合
作，但在軍事層面卻因為領土爭議有著強烈不信任關係。226筆者認為中國大陸的
「周邊外交」與「睦鄰友好」政策是來自於地緣策略，也是為穩固其國內發展的
首要基礎，但實際上其「周邊外交」政策並不健全，例如東南亞國家在美國宣布
「重返亞洲」後，在軍事政策上馬上與美國進行合作以牽制中國大陸的軍方行
動。
亞洲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以 1989 年成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為
主，從經貿層面來看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中國大陸在 1991 年加入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但此組織存在美國勢力的影響，美國不斷在談判議程中
置入爭端議題，試圖迫使中國大陸在政治議題、軍事議題或經濟議題上讓步，例
如人權議題、核武議題或市場開放程度的問題。227因此在中國大陸面臨美國在國
際場域的施壓，以及美國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所帶來的經濟衝擊之
下，以「東協+6」為主體的區域綜合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協定」產生。除此之外，中國大陸也積極拓展與亞洲地區國家的自由貿易協
定，包括日本、南韓、紐西蘭新加坡、東協及澳大利亞，與印度也進入討論階
段，當中以「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最為中國大陸所重視並積極促成。228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合稱為「一帶一路」，為中國大陸目前為止最重要的全球經貿戰
略布局，而亞洲地區的外交策略除了由東協主導的「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與積極談判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之外，於 2015 年六月正式簽署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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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以及 2015 年七月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均為
中國大陸為貫徹其「一帶一路」經貿戰略布局的一環。若「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能如預期在年底完成談判，將成為中國大陸在經貿策略上的一大助
力。
新現實主義認為開發中國家在國際建制的策略上，將會採取集體加入國際合
作機制的方式，來改變或創造新的國際規範以保障自身利益。229中國大陸身為全
球第一大開發中國家，在國家發展的同時努力加入不同的國際合作機制來改變既
有的國際規範，例如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抑或是也有可能創造新的國際
規範，例如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或參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
定」的建立。
在 2011 年的《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提及中國大陸政府當局堅決維護
的國家核心利益，包括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及國家統一等等，可以看出中國大陸
對於其認定為領土範圍內的權力是絕不讓步的，再加上 2015 年中國大陸政府官
方發布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顯現其在軍事戰略布局上的態度與重點。
首先強調國家的和平發展，表示中國大陸一切軍事行動都是為了自身國家的和平
發展，例如為了確保國家能源安全及領土安全，並且捍衛其「海外利益攸關
區」。230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中國大陸長期以來重視在陸地範圍的國家發展，近
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國內經濟成長，擁有能力開始向外擴展其勢力範圍，因此，攸
關中國大陸利益的海外地區也開始被更加重視。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所指出的強
調的和平發展，是必須在國家發展穩定的前提之下，若有其他國家欲阻擋中國大
陸的國家發展或侵犯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那麼中國大陸也將會堅決捍衛。
然而，中國大陸所提及的核心利益範圍廣大，只要是中國大陸政府認定為其

229

Krasner, Stephen D.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6-7.
23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
《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全文），
http://www.scio.gov.cn/zfbps/gfbps/Document/1435341/1435341.htm，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29
日。
91

領土海域的均為其核心利益範圍內，不容他國置喙，甚至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
平於 2014 年在「亞信會議上」表達「亞洲新安全觀」的概念，更是明顯的欲將
亞洲地區以外的國家勢力杜絕，明顯與積極將勢力範圍深入亞洲的美國對抗。231
從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擴大，使
許多周邊國家感到壓力，認為區域安全已經失衡，為避免中國大陸在發展的過程
中試圖向海外進行擴張而動用到武力，因此許多東南亞國家和日本南韓在軍事上
拉攏美國，讓美國介入以牽制中國大陸崛起的影響力。
中國大陸北京政府於 2010 年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美國歐巴馬總
統則於 2014 年對「新型關係」做出回應，美方認為此概念的內涵須著重在「務
實合作」及「建設性管理」上。筆者整理出其主要的共同內涵，以「合作」與
「和平」為主，強調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必須透過雙方「和平」的進行溝通
互動，而彼此的「互信基礎」是建立此「新型關係」的基本前提，若存在互信基
礎，再透過務實合作加強建設性管理，此概念才具有實際意義。
從第二章及第三章的中美雙方亞太戰略布局來看，政經層面，美國對中國大
陸的防堵確實存在，中國也積極開發區域合作以應對美國勢力；軍事層面更是明
顯的相互制衡。南海議題是中美雙方在軍事方面最重要的議題，雖然雙方彼此有
簽訂關於軍事合作的項目，但在南海議題上雙方目標不一致，也都不願意讓步。
中國大陸認為其對南海地區的島嶼海域擁有「實質主權」，但菲律賓及越南則認
為自己才有其「實質主權」，在牽涉到領土範圍的議題上，中國大陸在《中國和
平發展白皮書》中就表明絕對捍衛其權益，因此雙方衝突不斷。菲律賓及越南拉
攏美國軍事力量牽制中國大陸，美國認為南海地區屬於公海，必須擁有「航行自
由」及「飛越自由」，但中國大陸在南海海域所進行的軍事行動填海造陸軍是在
破壞區域安全並阻礙「航行自由」及「飛越自由」，因此雙方至目前為止仍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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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衝突狀態。232從建立「互信基礎」的觀點上來看，中美雙方在傳統安全方面，
尤其是南海議題上，明顯不足。
在非傳統安全方面，國際社會因為氣候變遷而展開一連串的會議卻仍無進
展，主要礙於各國之間能源結構不同、減碳落實度不足、減碳目標不確定，以及
開發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於減排比例的責任觀不同，負擔能力也有所不同。因
此，當中國大陸與美國各自代表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領導國進行談判，在
氣候變遷議題上能有所合作時就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中美雙方從 2010 年
簽訂《中美能源安全聯合聲明》開始，在《中美能源和環境十年合作框架》的基
礎上拓展各項合作備忘錄，包括推動綠色合作計畫、可再生能源夥伴關係合作等
等。中國大陸與美國在能源議題上的合作是一個雙贏的局面，美國可以將技術與
資金投資中國市場賺取外匯，中國大陸則從中獲得先進技術並降低國家二氧化碳
排放量，在與美國進行友好合作的同時又可以換取國際社會在此議題上對其信任
度的提升。
在傳統安全上中國大陸與美國有合作有競爭，透過積極建立「信任措施」增
加合作項目，卻又在南海議題上衝突不斷；在非傳統安全上，就能源安全合作的
議題來看，中美雙方積極合作創造共利共贏的局面。在「新型關係」的概念中，
中國大陸強調「和平」與「合作」，美國強調「建設性管理」及「實質性內涵」，
但雙方從政治及經濟層面來看，表面上雖看似和平，但卻難以拓展實質性合作，
尤其在軍事層面更是存在實質性衝突，違背了欲建立「新型關係」的「互信基
礎」前提。新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同樣強調國家行為者以追求國家安全為目
標，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各國將會以追求擴大權力手段以確保其國家安全的穩
固。233因此就筆者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與美國的合作項目均不會直接影響中國
大陸或美國的國家安全，對地域處在亞洲地區的中國大陸而言，美國在亞太地區
深入軍事力量，均有可能危及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因此中國大陸採取直面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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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以捍衛其認定的領土範圍。
不僅在傳統安全上中美雙方的「互信基礎」薄弱，對美國而言，中國大陸崛
起的勢力更是其全球霸權的威脅。對中國大陸而言自身的崛起並非威脅，而是他
國對其的敵意才是威脅，但其崛起後欲捍衛的權益及拓展的勢力卻成為他國的威
脅。目前為止，中美雙方的競爭關係處在鬥而不破的階段，合作關係也是緩慢前
進，若欲指出中美「新型關係」究竟是何種模式，筆者認為就此階段來看，是經
由雙方競爭與衝突的過程中，摸索其可循之道，故雙方用「新型關係」作為彼此
的安定劑，中國大陸用喊口號的方式讓對方願意與其進一步合作，美國則是用此
概念反扣在與中國大陸的合作議題上。由於雙方缺乏「互信基礎」，雖然強調和
平合作，但近一步的實質性內涵並未出現。
對亞洲地區國家而言，由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勢必在政治上與中國大陸採取
友好和平的外交關係；在經濟上也因為中國大陸快速興起的經濟實力，使亞洲國
家在經貿上越來越依賴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在軍事安全上，由於中國大陸對於
其認知的領土範圍與周邊國家所認知的領土範圍有所衝突，因此在軍事上的合作
以依靠美國勢力為主。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對亞洲地區依靠中美兩派
勢力互相抗衡的國家而言，是利還是弊。就筆者的觀點來看，「新型大國關係」
至今仍未進入討論實質性內涵階段，只代表一個「和平」、「合作」及「相互尊
重」的意識，雙方僅處在建立共識的階段，因此對亞洲地區國家而言，中美之間
的衝突仍會持續，依靠這股抗衡力量在國際生存的國家仍然得以持續運作。
台灣對美國的重要性在於位處封鎖中國大陸海上勢力的第一島鏈，若中國大
陸正式擁有台灣島嶼，對美國而言將是太平洋上一大威脅；對中國大陸而言，北
京政府長期以來堅持的主張就是《反分裂國家法》，對台灣的一切外交行動最終
目標以統一為主；對台灣而言，中國大陸在國際場域的打壓是台灣難以擺脫的勢
力，美國對台灣議題的干涉則是牽制中國大陸的一股勢力。若台灣政府重視國家
安全的保障，以及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以促進經濟繁榮，那麼台灣政府
該如何面對中美兩大勢力，筆者認為就如同亞洲各國在在面對中美關係時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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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台灣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在兩派勢力下達到最佳平衡，並且維持它。
一個國家的安全與和平關係著國家內部發展的穩定，若國家安全處在動盪不
安的狀況，國家發展也難以提升。如同中國大陸近年來總體實力的提升，在國家
快速發展的同時，國家安全與和平成為穩固的基石，因此習近平不斷對外界表達
其「和平崛起」的態度，為的就是創造更有利於國家發展的空間。筆者認為雖然
台灣在政治上與外交決策上的選擇權較少，但仍可以積極爭取國際舞台的位置。
國家安全穩定與否將關係著一國的社經發展，因此，若現階段的台灣追求的是社
會與經濟的發展，那維持與中美關係的現狀就是唯一選擇。
台灣在 1991 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也是台灣第一個參與以經貿為主
的區域合作組織，雖然台灣在經濟規模上不如中國大陸，但對台灣而言，積極參
與並拓展實質性合作才是最重要的。在面臨「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東南
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兩大區域經濟合作框架的衝擊下，台灣應該排除萬難
參與其中，若此兩大框架協定談判結束並開始實行，勢必牽動全球經貿運作，再
加上此兩大經濟合作框架中的會員國與台灣經貿往來密切，若台灣無法掌握機會
加入，將會被亞太經貿體系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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