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0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伊朗對美外交和解政策 

~魯哈尼總統第一任期 JCPOA 核協議為例~ 

 

 

指導教授：鄧中堅博士 

 

 

研究生：黃泓聞 

中華民國 106年 06 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 

 

目錄 

 

致謝詞                                                  4 

摘要 / Abstract                                          5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2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1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2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22 

 

第二章  伊朗，波斯帝國的後裔，回教伊斯蘭共和的新意識形態 

  第一節   傳統波斯榮光與伊朗地緣政治                   23 

  第二節   什葉派、何梅尼、伊斯蘭立憲                   25 

  第三節   21 世紀伊朗國家大戰略                         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第三章  美國與伊朗，外交一甲子風雲 

  第一節   巴勒維王朝與美國盟邦時期                     27 

  第二節   1979 德黑蘭使館危機，雙方斷交迄今             28 

  第三節   發展核武，邪惡軸心，2006 聯合國制裁陸續啟動   29 

  第四節   聯合國制裁十年困境，伊朗的政經發展與轉向     30 

 

第四章 JCPOA 核協議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第一節    伊朗總統、專家會議與最高精神領袖            32 

  第二節    P5+1 核協議談判、簽署、生效 2013/11—2016/01  35 

  第三節    以色列 沙烏地雙重因素干擾 來日方長          38 

 

第五章 JCPOA，2016-2030  JCPOA 未來執行式 

  第一節     JCPOA 開啟外交大和解，各國互訪絡繹不絕     40 

  第二節     政經迷霧，期待 JCPOA 撥雲見日，              

             客機採購 引入外匯活水                      45 

  第三節    伊朗 2017 五月總統大選，保守改革 路線大驗證  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   TRUMP 上任，JCPOA 協議變數再起                 49 

第二節   卡達 0605 斷交潮、德黑蘭 0607 恐攻， 

         伊朗 沙烏地 針鋒相對                            51 

第三節   魯哈尼總統對美外交， 

         唯有建構永遠的利益， 

         才能勝過永遠的敵人                              53 

 

 

參考書目                                                55                                                  

 

附錄:                                                    57 

 1:  JCPOA 核協議 全文內容 (英文)。 

 2:  訪談:IAEA 核能檢查官 Malin Ardhammar 談國際原子能總署對伊

朗核能提煉技術管制措施(Adobe.file)。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 

 

            謹此論文， 

 

     獻給我摯愛的雙親與家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中文摘要…………………………………………………………… 

 

    伊朗與美國，曾經是最緊密的盟邦關係，1979 年回教伊斯蘭立

憲之後，經歷 444 天的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人質事件，兩國斷交迄

今，已經 38 個年頭。歐巴馬 8 年主政後期，熱衷外交破冰，矢志

留下任期內多項珍貴的外交遺產。 

     隨著近年來，緬甸民主化，古巴與美國重新建交，地表上，至

今僅存三個國家:伊朗、北韓、不丹，這三地沒有建立美國外交關

係。不丹的小國外交跟隨印度政策，毋需多慮；北韓核武及飛彈測

試層出不窮，六方會談從上個世紀末延續至今，牽動朝鮮半島局勢

甚廣，看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解；伊朗問題倘若成功達陣，將是歐

巴馬總統任內最卓越的外交建樹。 

     歐巴馬第二任期，任命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出身的凱瑞

John KERRY 擔任國務卿，致力於中東事務，面對核心的伊朗議

題，凱瑞國務卿多次親臨維也納參與 JCPOA 會談，甚至在 2015 年

7 月正式協議敲定前夕，他騎自行車運動不慎摔車，導致腳傷骨

折，緊急專機後送回美國就醫，由於正逢協議是否簽訂的敏感時

刻，導致外界一度認為 JCPOA 可能面臨胎死腹中。最後，P5+1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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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終於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簽訂 JCPOA 核協議。有意無意地，

恰巧與標榜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國慶日同一天! 

    經過為期冗長的查核，IAEA 國際原子能總署的認證無虞，距離

JCPOA 簽約屆滿六個月之後，在 2016 年 1 月 16 日，JCPOA 核協

議正式生效，對伊朗經濟制裁正式解禁。 

    然則，隨著美國 2016 年總統大選活動開始，伊朗核議題始終

是兩黨候選人主攻的熱門項目，川普批判伊朗，認定伊朗核協議是

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協議1。多次揚言一旦就任總統，撕毀 JCPOA

毫不猶豫，川普的電視競選廣告，明白昭示:伊朗就是威脅美國安全

的頭號敵人，排名超越北韓。 

    川普勝選，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進入現在進行

式，就任隔週，即以反恐之名，暫停三個月對於 7 個穆斯林國家的

簽證核發，同時廢除已核發有效簽證入境，引起軒然大波，其中，

影響人數最多的，就是伊朗護照入境美國。 

    隨著伊朗 2017 五月的總統大選，如同伊朗國內選民對於

JCPOA 進行一場變相公投，對於魯哈尼總統對美的外交和解政策，

                                            

1 川普，GREAT AGAIN, How to Fix Our Crippled America 總統川普，2017 時報文化，頁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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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項實質考驗。成敗與否，JCPOA 都是關鍵因素，主導伊朗政

治經濟的未來。 

    2017 伊朗總統大選的同一天，川普從華府開啟任內第一趟外交

之旅，直飛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不僅簽下總金額超過美金

1100 億的軍備合約，還有沙烏地參與美國國內基礎建設 2000 億美

金的投資，在利雅德召開的阿拉伯 穆斯林 美國 高峰會 Arab 

Islamic  American Summit，川普登高一呼，儼然成為 孤立伊朗

陣營的誓師大會。會議落幕兩週，GCC 成員國 卡達 0605 外交斷交

潮湧現，沙烏地王室直指卡達王室暗助 ISIS，外界卻解讀:卡達、伊

朗雙邊關係緊密，導致 GCC 成員國自清門戶。隨即，0607 伊朗首

都德黑蘭發生恐怖攻擊，目標鎖定伊朗國會大樓與何梅尼聖陵。 

    伊朗與美國外交關係分離 38 年，時而劍拔弩張，時而和解曙

光，未來的十載，不論雙方變化分歧如何，JCPOA 核協議勢必扮演

關鍵變數。這也是我長期觀察伊朗議題，作為我研究主題的原委，

隨著美國國會這段期間持續加大對伊朗核協議監督力道，加上川普

本身對以色列勢力的極友好態度，川普任期內的美國伊朗雙方關

係，恐怕很難再恢復前任歐巴馬任期最後的大和解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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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 鄧中堅博士，過去一年

來，孜孜不倦提供外交事務觀點，提攜後輩。還有兩位優秀的論文

口試委員: 盧業中博士與 胡瑞舟博士，也提供精闢的學術觀點，在

此同時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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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ce the most reliable allies 

relations. However, the Islamic Islamic Constitution occurred 

in 1979, experienced 444 days of the US embassy in Tehran 

hostag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disconnected so far.For 

the past 38 years. During the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eight 

years, MORE Friends are better than Foes, he determined to 

leave a number of precious foreign diplomatic LEGACY. 

With the recent democratization of Myanmar, Cuba in 

the half century to rebuil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US. So far 

only three countries left : Iran, North Korea and Bhutan,where 

there are no US diplomatic relations. Bhutan’s diplomacy  

follows the India policy, no need to worry about;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 testing seems endless, six-party 

talks back to 1990s, still with affecting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situation is very wide, it’s hard to find the 

instant solution; Seeming if the problem of Iran, The array will 

be the most outstanding diplomatic mission to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bama's second term, the appointment of the Senat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John KERRY, as Secretary 

of State, especially in charge of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He 

focused of the core of the Iranian issue, many times in Vien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JCPOA talks. Even on the eve of the 

formal agreement, his foot was injured because of bicycle 

crash. When Secretary KERRY was sent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edical treatment, whether the contract signed or 

not, such a sensitive moment, many analysists thought that   

JCPOA may face to the END. Fortunely, P5 + 1 and Iran finally 

signed JCPOA on July 14th, just the same National Day with 

FRANCE, which stands for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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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a long term ver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by 

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s. On the January 

16, 2016, JCPOA agreement came into effect, the Iranian 

economic sanctions officially lifted. However,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6,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project of the two 

party candidates, TRUMP criticized Iran, that the Iranian 

nuclear agreement is one of the worst of the US agreement 

history. He threatened to tear up JCPOA many times. TRUMP’s 

television campaign advertising, clearly that: Iran is the 

number one threat to US security enemy, ranking above North 

Korea. 

    Since TRUMP won the election，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oving into the current processing, just 5 days after 

the Inauguration, he suspended for three months for seven 

Muslim countries issued a visa, and abolished has issued a valid 

visa entry. Meanwhile, the largest number is the Iranian 

passport e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because of Anti-

Terrorism. 

    With the Iranian 2017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ay, similar 

to Iran's domestic voters for JCPOA, still a GOOD DEAL or NOT? 

For President Rouhani's diplomatic reconciliation policy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a true REVIEW by all Iranian Citizens. 

Success or Failure, JCPOA is the key factor, leading the future 

of Iran's Politic and Economy.  

   On Friday , May 19th, 2017, the same day for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ay, TRUMP opened the first official 

foreign trip as the 45th US President, flying directly to Saudi 

Arabia's capital Riyadh. More than winning the 110 billion US 

dollars of military contracts, Saudi agreed to participate US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f 200 billion US dollars. 

During the Arab Islamic American Summit, TRUMP’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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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ed to be the isolation of the IRAN. Just 2 weeks later, 

Qatar faced the diplomatic dispute between 9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Saudi decision. Not only Qatar royal family 

sponsored the ISIS, but also Qatar try to strengthen Iran 

bilateral relations. Meanwhile, Tehran city was und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targeting the Iranian parliament building and 

the Khomeini Holy Mausoleum.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relations separated 38 

years, Mostly tense, sometimes relax. In the next decade, 

regardles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ow, JCPOA is 

bound to play a key factor. This is also my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he IRAN issue. 

  I specially thank to my instructor Dr. C.C. TENG. For the past 

12 months, he provided Professional Diplomatic viewpoints to 

me. And furthermore, two excellent Scholars: Dr. Y.C. Lu and 

Dr. R.C. Hu, both point a brilliant academic point of view. 

Thanks YOU AL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背景 

     

    伊朗在中東地緣政治，一向具有濃厚獨特性，自從美國發動 2001 阿富汗戰

爭、2003 伊拉克戰爭，相繼推翻了阿富汗神學士政權與伊拉克遜尼派的海珊政

權。在伊拉克，什葉派占多數的人口，美式民主政體投票結果，什葉派當然成

為伊拉克新政權。2014 年，伊拉克遜尼派份子組成 IS 伊斯蘭國，大舉攻陷敘利

亞東部、伊拉克北部領土，什葉派伊朗革命衛隊軍事顧問團緊急馳援伊拉克政

府軍，2015 年伊朗軍力適時介入，才能挽救巴格達免於落入 IS 伊斯蘭國。 

回顧 1979 年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勒維王朝，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最高領袖是國家的最高領導

人，由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選舉產生。伊朗政府實行總統內閣

制，總統是僅次於最高領袖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

腦，由全民普選產生。伊朗是一個由什葉派主導的伊斯蘭共和制國家。伊斯蘭

教在伊朗擁有至高無上的道德權威，是公共生活的最高準則。 

伊朗的建國領袖即明確拒絕西方民主體制，伊朗是一個多黨制的國家，有

著中東地區少見的選舉制度，選舉結果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應真實民意，雖然伊

朗被歸為威權政府，在一定限度內容忍公民生活方式的多元選擇權。這種將神

權統治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伊斯蘭共和」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 

回顧 1980 年 9 月 22 日，伊拉克總統海珊在美國與蘇聯支援大量武器下與

伊朗進行兩伊戰爭，直到 1988 年 8 月 20 日停火，伊朗受損不少，但伊拉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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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這場戰爭拖得民窮財盡。美國在 911 事件之後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從國境

兩側駐軍，直接威脅伊朗的國家安全，並用邪惡軸心這樣的字眼攻訐伊朗，時

任哈塔米總統的和解政策在伊朗國內漸漸不受歡迎，受到保守派抨擊。和解進

程在 2005 年內賈德當選之後戛然而止。內賈德一就任伊朗總統，表示將創造一

個現代化，先進、強大的伊斯蘭社會典範，原本與西方緩和對話，轉成硬碰硬

的困局2。而 2006 聯合國通過對伊朗經濟制裁，加深伊朗社會與西方的猜忌。

2013 年 6 月，新任總統哈桑•魯哈尼就任總統，採取外交和解政策，試圖再度

接軌國際。 

魯哈尼總統曾經於 2003-2005 擔任伊朗對外核談判首席代表，深黯核協議

箇中精隨，2013 年就任總統，改採溫和路線，上任之後，持續針對核問題與

P5+1 進行談判，2013 年 11 月，伊朗與 P5+1 達成臨時性協議：「聯合行動總

體計畫」（General Joint Plan of Action）。初步協議限制伊朗的核計畫，伊

朗經濟制裁部分減除。2015 年 7 月 14 日奧地利的維也納所簽訂《伊朗核計劃

的全面協議》（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ranian nuclear program），共

同協議簽署：核協議 聯合全面行動計畫 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依據協議內容，伊朗停止核活動，作為交換國際社會全面解除對伊朗

的制裁。 

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2015 年 12 月 16 日，正式結束針對伊朗被

控研發核武器一事所進行的十多年調查。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天野之彌提交最

後報告表示，報告已經就伊朗是否謀求研發核武器的問題提供了清晰的解答。

他說：「國際原子能總署不可能重構伊朗過去活動的所有細節，但我們澄清了

相當多的問題，足以對整個形勢做出評估。」IAEA 報告的結論，伊朗過去進行

了一系列與研製核武裝置有關的活動，大部份活動發生在 2003 年。上述有關活

動並未超過科學研究以及獲取「某些相關技術能力的範疇」3。 

伊朗長久以來堅持，所進行核子計畫是用於和平目的，不是追求製造武

器。然而，在 IAEA 宣布伊朗核子設施使用並無違規；幾乎相同時間，聯合國安

全理事會的伊朗問題專家小組 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表示，德黑蘭當局於 2015

年 10 月間試射可攜帶核子彈頭的飛彈，此舉違反了安理會決議。報告指出，該

                                            

2 劉強，2007，《伊朗 國際戰略地位論》，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頁 80-11。 

3 陳淑娟，2015，國際原子能總署結束對伊朗核武計畫調查，中央日報網路報，12/16。擷取

自：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09&docid=10349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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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經調查與分析後確認伊朗試射伊瑪德(Emad)飛彈一事，確實違反了安理會

1929 號決議。 

當時聯合國專家小組評估，伊朗試射的伊瑪德飛彈，射程不小於 1,000 公

里，並具備至少 1,000 公斤彈頭載重能力，同時，這次試射運用了彈道飛彈技

術。外交人士表示，就技術層面而言，德黑蘭當局試射飛彈之舉並未違反 2015

年 7 月伊朗與世界六強所達成的歷史性 JCPOA 核協議，但安理會專家小組的報

告仍可能引起美國對德黑蘭當局實施進一步制裁。2015 年底，白宮雖表示不排

除採取額外的步驟，伊朗卻已放話，任何的新制裁都可能危及 JCPOA 協議。華

府若未就伊朗試射飛彈一事進行制裁，將會被認為是軟弱的表現。外交人士認

為，聯合國制裁委員會可能將更多伊朗的個人或實體納入黑名單，華府與歐洲

國家很可能提出這樣的要求，但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可能封殺類似措施4。 

美國，將是 JCPOA 核協議最關鍵的國家因素。 

 

  

                                            

4 季平，2015，伊朗試射飛彈 聯合國確認違安理會決議，中央廣播電台網路新聞，12/16。擷

取自： http://news.rti.org.tw/news/detail/?recordId=24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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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伊朗外交政策，總難一路順遂。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伊朗，由一個中東親

美強權，經歷伊斯蘭革命立憲，轉變成為美國眼中的邪惡軸心。卡特主義

Carter Doctrine 堅定立場: 試圖掌握波斯灣的任何外力都應該視為對美國重要

利益的侵犯。應以必要措施加以擊退，甚至訴諸武力。這項延續三十多年的中

東政策，導致美國伊朗關係猶如水火，雙方經常處於緊張局面。 

2014 年初，隨著回教遜尼派極端武裝組織 ISIS/ISIL 伊斯蘭國開始迅速於伊

拉克、敘利亞境內攻城掠地佔領，實施有效統治管理，對於回教中東各國政局

產生大幅衝擊。同時，回教什葉派基本教派因素使然，伊朗隨即派兵助戰伊拉

克政府，有效反制伊斯蘭國攻勢，成為各國遏止伊斯蘭國的最佳選項。面對共

同敵人，美國與伊朗雙方關係正快速解凍中。 

本論文研究目的，將以伊朗總統魯哈尼 2013 年 6 月上任以來，採行外交

和解政策，輔以伊朗因應伊斯蘭國的石油戰略布局，六強與伊談判 JCPOA 核協

議，再現伊朗地緣政治的獨特優勢。 

本研究係以在國際體系真空權力狀態下，美國的中東戰略對於伊朗產生何

種戰略阻礙，以及雙方戰略互不信任的狀況下，基於前述動機，本論文探討以

下五個問題： 

 

一、過去一甲子的美國與伊朗外交關鍵轉折因素。 

二、10 年經濟禁運，伊朗與美國解讀？JCPOA 是否帶來外交和解? 

三、JCPOA 簽訂，是否建構伊朗與西方國家的共同利益? 

四、2015-2017 油價低迷，伊朗經濟病入膏肓與 JCPOA 解藥良方。 

五、驗證是否符合新現實主義「均勢理論」，回歸權力均衡，和平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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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文獻回顧 

     

   文獻探討是論文的支柱，重點在於了解前人在某項議題研究結果的發現，因

此透過對前人有關的研究進行分析整理，從過去的研究中，來掌握研究者所要

進行研究的議題是否重要，良好的研究不是憑空創造，而是根據有關的理論或

資料，及實際的問題來做研究，因此研究者必須將有關研究問題的理論和相關

的研究報告，加以綜合討論。 

    本文係探討現實國際社會的強權互動關係，故將從一般社會學者所引用之

理論即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論來做本文的論述基礎，誠如現實主義大師 Waltz

所言，國際體系的結構還是「或多或少」的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國際體系

中，在某些特定的國際事務議題上，霸權國家未必能一意孤行、為所欲為，而

是依前所述以「新現實主義」的觀點，權力平衡論來做為基礎，從現實主義的

角度來看，層級節制的國際體系還是在無政府狀態之下所做出的闡釋，其本身

並未脫離無政府狀態的大前提，來進而闡述伊朗對外關係發展。 

    二次大戰結束後，現實主義主導著當時的國際體系理論主要研究架構與依

據，尤其以本文想要論述美國的外交與安全戰略為研究的方法與理論基礎。現

實主義起源自馬基維里(Nicolo Michiavelli)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國際關

係現實主義理論，認為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國際政治是處於一種永恆的衝突

狀態，國家必須極大化國家的權力與利益，才能在零和、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

會中確保本身的安全與生存5。嚴格說來，現實主義是解釋力極高與最普及的國

際關係理論，原因在於現實主義能夠正確掌握國際關係的本質，也就是缺乏中

央政府權威的這種權力政治現象，加上大多數決策者與媒體記者都是現實主義

的忠實追隨者，雖然他們不一定對現實主義的真正內涵有透徹的了解6。現實主

義對於世界圖像的認知較為悲觀，認為國際社會的本質與國家自私自利的特

性，是國際關係研究必須面對的現實，就現實主義內涵來略作分析： 

首先，國家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 

                                            

5 Hans Morgenthau,op.cit,pp.9-10. 

6 Jack Donnelly 著，高德源譯，現實主義與國際關係(台北：宏智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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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古典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皆然。古典現實主義的悲觀是來自於對人

性的認定，因此類似性惡論的觀點，認為人類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也就是採

取擬人化的推論，認為國家就如同個人一般，在大部分對外關係與政策上，都

會以自身利益與權力的極大化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標準。霍布斯指出，人類有

著如同動物般將追求權力視為人生目的的天然本性；摩根索也認為人類行為有

著黑暗本性的一面。國際政治的運作原則受到人性的影響，國家行為傾向保護

本身的利益與生存7。 

(一) 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者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者，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的

概念，認為國際社會是由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所構成，國際關係主要是這些國

家間的互動關係，較少討論國際組織與個人角色。同時認為主權國家的作用是

不可替代的，具有保障國家與公民安全，以及處理國內事務的合法權力。現實

主義並不排斥其他行為者的存在，例如國際組織與跨國企業(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等，只是他們若要採取具有重大意義的跨國行動還是必須得到國家

的許可，否則寸步難行。國家是理性的決策者，會採取理性評估，做出最能確

保其安全與利益的對外政策。換句話說，國家只有一個整體目標，就是最高的

國家利益。至於理性是將手段和目的進行連結，並具有進行損益比較與權衡利

害的能力。現實主義並不認為國家的內部環境或國內政治對於國家的對外行為

有重大影響，這是和自由主義的重要區別。 

(二) 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 

    現實主義指出國際社會的重要本質，就是無政府狀態，亦即缺乏一個可以

合法壟斷暴力與強制執行國際政策的中央政府，因此國家就必須依賴本身的力

量以自助來維持國家的生存與安全。現實主義者經常借用英國政治學家霍布斯

的思想作為理論前提，認為一個缺乏中央政府的人類社會是處於「自然狀態」

(state of nature)，而自然狀態下的個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他人權利的

增長是對自己安全的威脅，因此必須不斷擴張自己的權力才能夠在自然狀態中

存活，所以自然狀態就如同戰爭狀態。由於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維持生存，所以

必須超越他國權力或是讓他國無法繼續發展其權力，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擴大我

國的軍事力量，因為在現實主義觀念中，軍事武力是確保國家安全的主要依

據，因為這樣的自我防衛心態同樣也產生在別的國家中，這就是國際關係中的

「軍備競賽」8的基本邏輯，而在彼此軍事競賽擴大權力的競爭過程中，國家其

實是處於一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因為無法確認他國擴大軍事權

                                            

7 楊永明著，「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前程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 74。 

8 楊永明著，「國際關係理論」(台北：前程出版社，2010 年 6 月)，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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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動機，並在且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必須不斷擴大權力自保，

而這種行為會導致他國的擔憂並擴大其本身軍事武力因應，便使雙方為了安全

目的而行動，卻處於更不安全的處境中。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國家外交政策是權力的追求與運用。

換言之，國家追求權力，為利益、為自保、為生存。權力的定義是指對於他人

行為的控制力與心理的影響力，權力是物質與心理因素的產物，因此，權力不

僅是軍事或經濟物理能力，心理因素也是權力的一個面向。 

    華爾滋在 1979 年出版了「國際政治理論」(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闡述道，儘管不同國家與國際行為者之間的特質與互動情形有

很大的不同，但是華氏卻認為數千年來，國際關係實質的特質卻是鮮少改變

的，由於國際體系中是無政府狀態的，同時都是平等的政治實體。國家之間主

要的差異乃是「能力」，而非是「功能」。如果有任何解釋國際政治的特定政

治理論存在，那一定就是「權力平衡」理論，因為該理論認為國家乃是權力的

集合體，而在無政府的環境中相互競逐權力。權力平衡理論的核心重要結論，

在於國家會選擇「平衡」(balance)其他行為者，而不是選擇「依附」強權。 

   此外，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認為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關係是主導國際關係最主要的關鍵，而所

謂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關係主要是指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關係。新現實主義認

為不是人類本性而是由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特性，才使得國家之間永遠無

法有真正的合作與正義，因此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亦即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

狀態，是影響國際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新現實主義主要討論國際體系

的結構(structure)及其變遷；另外華爾滋認為新現實主義內涵權力並非是國家

的最終目標，唯有「生存與安全」才是國家最重視的部分，權力僅是為了實現

目標所使用的手段而已，況且新現實主義更重視國際政治經濟的互賴關係，並

且符合現今中美競合的特殊關係，其中新現實主義更提出符合本文探討中美新

型大國關係的結構問題，就是華爾滋提出國家間進行合作的可能9。 

    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安全的觀點，也是從其理論假設出發，指出處於戰

爭狀態的國際安全環境中，軍事力量才是確保國際和平與國家安全的有效手

段。軍事只是國際權力政治與謹慎外交的手段，優勢軍事武力與部署是維護國

家安全的有效方法，只少必須維持國際權力平衡，以避免給予其他國家軍事攻

擊的可乘之機10。利用這個理論與本文欲探討伊朗在中東地區與其他國家軍事

競合關係，以及透過圍剿 IS 武裝勢力強化伊朗在阿拉伯地區部署軍事武力較勁

等等。新現實主義內涵所提到「外交決策者與軍事人員也深受現實主義理論影

                                            

9 Kenn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Alfred Knopf,1973),p5. 

10 H.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Melbourne:Macmillan 

Press,1977),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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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認為軍事武力是維護國家安全與權力的主要憑藉，發展出一方面是以優勢

軍事和武器競賽為主的軍事準備政策，另一方面則是預防戰爭與危機管理為主

的軍事戰略設計」。 

    因此，伊朗受現實主義影響的國家安全觀，逐漸將國家安全等同於國家利

益、國家權力、國家軍事，而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的相互關係，則不是這項觀

點的主要關注所在。因而，伊朗官方過去一直醉心核武研製，造成中東區域平

衡失調，聯合國因而透過經濟制裁，導致伊朗民生經濟凋敝，多方談判簽署

JCPOA 核協議，為伊朗的經濟帶來生機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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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壹、 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方法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中作為研究的應用工具，提供研究者一些合情

合理的科學方法，為探討事件或現象找出客觀合理的理論解釋，惟在過程中，

將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態度11。 

    針對本研究進行國際關係的探討，將進行先設定研究途徑為歷史文獻研

究，以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研究典範，如同新現實主義之父摩根索所提

「國際政治，權力永遠是立即的目的，權力爭奪普遍地存在」。 

    藉由歷史研究途徑採取「內容分析法」所建立的分析研究架構，針對伊朗

與美國在外交政策與軍事戰略進行觀察與探討，透過官方與非官方文件的資料

蒐集，深入瞭解雙邊國家的背景與環境，藉分析與國家利益有關問題的既有資

料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理論。期能經由對於已發生的事實，來解釋目前的

現象。此外為了便於從事國家對外行為有關的國際政治問題的研究，國際學者

將相關的議題劃分不同的「分析層次」12。本文係探討美中國家的互動關係，

因此在分析層次上將以國際關係中的國際(interstate)層次作為研究途徑來作雙

邊關係互動以及可能發展趨勢探討。本研究方法將有助於個人瞭解過去、洞察

現在及推測未來的可能性，以便研究進行13。 

 

貳、研究途徑  

 

    本文試從新現實主義的論點作為理論基礎，並透過該理論闡述現今伊朗在

中東地區，因為發展核武意圖，遭到聯合國禁運長達 10 年，將因追求其自身國

家利益的極大化情況下，特別在經濟層面，就解決國內嚴重經濟通膨，尋求與

聯合國安理會進行外交談判，尋求和解，而放棄原先追求區域核子強權。本文

探討過程中所欲探討的方向，融入 ISIS 崛起強化伊朗在地緣政治優勢，隨著

JCPOA 架構簽署，伊朗重返國際社會，是否有可能化解中東紛亂局勢，國際關

                                            

11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葉出版社，民國 83 年 12 月)，頁，12。 

12 國際關係學者對分析層次有多種不同方法，本文採取的是 Kenneth Waltz 區分為「個人」

(individual)、「國內」(domestic)與「國際」(interstate)三種層次。 

13 葉至誠、葉立誠合著，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頂文化出版社，2000)，頁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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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是否發生在沙烏地與伊朗兩個區域強

權，皆屬中東政治的未來進行式。 

    同時，2014 年 10 月以來，原油價格巨幅波動，OPEC 主要成員國沙烏地阿

拉伯依然不願減產，除了防範美國頁岩油搶佔市場佔有率，更是有效遏止伊斯

蘭國黑市售油籌措財源。對於伊朗而言，低油價確實已造成國家經濟元氣大

傷，也凸顯了什葉派的伊朗和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的持續對立情緒。 

    油價跌至每桶 50 美元水準，2015 年度伊朗總統魯哈尼被迫提出保守、撙

節預算。回顧 2014 年，伊朗財政年度預算是按每桶 100 美元來計算。因應西

方的經濟制裁，伊朗國庫收支平衡，估計原油每桶得賣到 135 美元至 140 美

元。國際原油每桶的價格若是長期停留 30~40 美元，伊朗經濟面臨大失血，在

核武發展所要承受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進而才能達成六強核協議 JCPOA，牽

動未來中東地區地緣政治布局。同時，油價走向引導伊朗外交和解進程與趨

勢，也實質影響魯哈尼總統領導改革派贏得 2016 年 1 月、4 月的連續兩回合伊

朗國會大選。 然則，JCPOA 協議生效屆滿一年，美國的制裁解除卻是文風不

動，伊朗國內的經濟榮景不如預期，年輕人失業率高達三成，對於 2017 年 5

月總統大選，外界對於魯哈尼是否能夠順利連任增添疑問與變數。 

 

 

 

圖 1.國際原油價格 2014 Oct –2016 Jan 

資料來源：NASDAQ.com。(http://www.nasdaq.com/markets/crude-

oil.aspx?timeframe=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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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論述時間係以 2013 年 6 月起，伊朗總統魯哈尼 Hassan Rouhani

當選以來，所積極採取外交和解政策，藉以解除聯合國對伊朗的經濟制裁，重

塑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區域強權。  

    俄羅斯雖是世界重量級的產油國，普丁卻也同時積極經營波灣地區，不僅

曾親訪沙烏地，面對聯合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更不忘拉攏伊朗，簽訂兩國

能源合作夥伴協議，並於 JCPOA 核協議生效，即刻積極交付 S-300 防空飛彈系

統。伊朗也已成為 AIIB 亞投行創始會員國一員，2016 年初，對於一個目前仍處

於聯合國經濟制裁禁運的國家，伊朗的際遇，可謂峰迴路轉、風生水起。 

歐美強權都曾經在伊朗舉足輕重，伊斯蘭革命後，美國率先對伊朗進行制

裁，切斷兩國交往。不久，英、法也從伊朗市場退出。導致德國在當時成為伊

朗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日耳曼人與伊朗波斯人，民族學上同屬雅利安人後

裔，因而德國與伊朗持續為微妙的外交互動關係，面對 JCPOA 核協議談判，德

國也成為聯合國 P5 常任理事國之外的 P5+1，加上德國在歐盟具有舉足輕重的

外交影響力，為促成 JCPOA 扮演極為關鍵的影響力。 

2007 年以後，德國不得不執行歐盟對伊朗制裁措施，此後，中國在過去幾

年取代德國，成為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國。 

 

貳、研究限制 

    由於本論文係採歷史研究途徑與內容分析法，大部分參考的文獻包括國內

外學術機構所出版的學術刊物，及學者研究著作，以及一般報章雜誌及網路資

料，其中大多為歐美長期關注國際關係動態的學者，內容仍多以美國立場為著

眼，恐將失其中立性，筆者將盡力尋求涵蓋俄羅斯、中國與伊朗的立場表述，

以求學術中立評析；此外特別提述目前正在逐步執行: 核協議 聯合全面行動計

畫 JCPOA：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伊朗與 P5+1 多方在此協議

上所發展出最新動態與狀況，各國外交界與新聞媒體仍在觀察後續發展，但筆

者將盡力蒐整最新資料加以掌握彙整與分析，務求資料的客觀。 

    同時，鑒於伊朗宗教議會在國內及國際議題特殊性，筆者能蒐集到的資訊

僅就檯面上所公開的事件加以分析比較，但實質上，伊朗進行的外交戰術作為

仍層出不窮，此為筆者無法逐一蒐整分析，但仍將盡力及時蒐整更新，以求研

究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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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伊朗，波斯帝國的後裔， 

        回教伊斯蘭共和的新意識形態 

 

第一節  傳統波斯榮光與伊朗地緣政治 

     

    全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這就是我們一般認

知的伊朗 IRAN，在 1935 年之前伊朗，古稱波斯 PERSIA。 

    伊朗地理位置坐落亞洲的西南部，屬於中東地區國家，國境北部緊靠裏

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

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以及亞塞拜隸屬自治共和國為鄰，西接土耳

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面積為 1,648,195 平方公里，國土主要位於伊朗高原，氣

候較為乾燥，伊朗人口約 8100 萬人。 

    伊朗屬於多民族國家，其主體民族為波斯人，約佔總人口的 66%，其他還

有亞塞拜然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等。伊朗官方語言為波斯語 Farsi。伊斯蘭

教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派（信眾超過全國人口的 90%）為伊朗國教，憲法承認

的其餘教派有伊斯蘭教遜尼派、祆教、猶太教、基督教等。 

    伊朗古稱波斯，擁有光輝歷史的古代文明，公元前 550 年，居魯士大帝建

立了大一統的古代大帝國波斯帝國。公元 7 世紀中葉，波斯王朝被阿拉伯征

服，伊朗開始伊斯蘭化，過去屬於波斯統治地位的祆教則日漸式微。近代 19 世

紀伊朗曾淪為英國和俄國的半殖民地，當今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於 1979

年，這場回教革命，伊朗人民推翻原有親美的巴勒維王朝，也開啟與美國決裂

的伊朗外交史，迄今 2017 年美國、伊朗兩國仍處於斷交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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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全境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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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什葉派、何梅尼、伊斯蘭立憲 

    

伊朗實行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伊斯蘭教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擔任非常重

要的角色，最高領袖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由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

議選舉產生，首任最高領袖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始人何梅尼，現任最高領

袖 Superme Leader 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 

    伊朗，什葉派主導的伊斯蘭共和制國家。伊斯蘭教在伊朗擁有至高無上的

道德權威，是公共生活的最高準則。伊朗的建國領袖即明確拒絕西方民主體

制，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清楚地表示，在理想的政體中，國家權力應該由最高

教士執掌，議會僅有有限的權力，這種「宗教意識形態」國家體制，同時將伊

斯蘭教義融於憲法，更是伊朗國家體制的一大特色。 

    伊朗屬於多黨制的國家，也有選舉制度，實質卻較為類似威權政府，神權

統治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伊斯蘭共和國」，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最

高領袖才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具有任命司法總監的權力，司法總監下轄最高法

院院長與檢察總長，最高領導人同時也是伊朗軍力指揮總司令。 

    伊朗總統由公民普選產生，地位僅次於最高領袖之後，現任總統為哈桑·魯

哈尼(Hassan Rouhani)，在擔任伊朗總統之前，即是伊朗對外核談判的首席代

表，對於促成 JCPOA，面對伊朗國內保守派反對的聲浪，具有安撫民心的指標

作用。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6 

 

第三節   21世紀伊朗國家大戰略 

    

   伊朗憲法明定: 以色列除外，伊朗願意與所有國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

基礎上發展關係。伊朗是聯合國會員國，也是不結盟運動、伊斯蘭會議組織、

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創始會員國。 

    伊朗的軍事力量由伊朗國防軍、伊斯蘭革命衛隊和治安部隊組成。國防軍

分陸軍、海軍、空軍及防空軍四個軍種，總兵力約 55 萬人。最精銳的伊朗武力

則是 IRGC 革命衛隊，由地面部隊、海上部隊、陸戰隊和航空部隊組成，總兵力

約 43.7 萬人。伊朗最高領袖為伊朗武裝力量的總司令，最高國防委員會是最高

領袖任命的軍事決策機構。 

    伊朗是亞洲主要經濟體之一，經濟實力中等，以 2012 年為例，伊朗國內生

產總值為 5485.9 億美元，居世界第 21 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7207 美元，居世

界第 76 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 

    石油產業是伊朗的支柱，伊朗曾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二大石油輸出國。伊

朗的貨幣名稱為里亞爾，主要的貿易夥伴有中國、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土耳其等。伊朗經濟以石油開採業為主，伊朗的石油化工、鋼鐵、汽車製造業

在中東地區，也是相對屬於發展程度較高。 

    美國自 1979 伊斯蘭革命後就從未進口伊朗石油，而歐盟在 2006 年聯合國

經濟制裁生效，禁止成員國與伊朗續簽石油進口協議。一直得等到 JCPOA 生效

之後，2016 年歐盟才恢復從伊朗進口原油。 

     伊朗一向積極建議石油輸出國組織擺脫美元，另尋歐元或其他計價單位，

伊朗並於 2008 年 4 月 30 日宣佈在對外石油交易中，已完全停用美元為結算單

位。在歐盟使用歐元結算，在亞洲用日圓結算。2012 年 5 月 8 日，伊朗開始接

受供應給中國的原油部份以人民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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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與伊朗，外交一甲子風雲 

   

第一節  巴勒維王朝與美國盟邦時期 

     

    1921 年，巴勒維舊王(Reza Shah Pahlavi)發動政變推翻波斯王朝，接管政府

權力，取得首相職位。他於 1925 年以議會名義廢黜國王，自封為王，正式建立

巴勒維王朝。 

    主政期間，他效仿土耳其的凱末爾，推行國家現代化，將國家波斯古名改

為伊朗，並推行政教分離的現代化運動，從神職人員手中奪回教育和司法權，

創建了從小學到大學的現代教育體系，用世俗的科學知識取代神學教育，組建

現代化軍隊，修築鐵公路運輸，逐步推行工業化。 

二戰期間，由於與納粹德國過從甚密，1941 年英美兩國決定扶植年僅 22

歲的兒子巴勒維(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繼位。二戰結束，伊朗曾受俄國

的壓迫，同時美蘇冷戰的國際形勢成型，巴勒維國王成為美國盟邦一員。1963

年開啟的白色革命，試圖使伊朗走向現代化、世俗化，巴勒維國王期待憑藉豐

富的石油資源和工業的現代化，伊朗可望於 2000 年成為"世界第五工業強國"。 

基於盟邦利益，美國和西方大力支持和幫助伊朗的現代化計劃。在巴勒維

時期，美國就大力支持伊朗開發核能技術。 

巴勒維推展白色革命，大力發展國家現代化，嚴格限制回教教派的發展，

嚴重影響以何梅尼為領袖的什葉派教派利益，雙方曾發生多次發生流血衝突，

政府也派出軍隊，血腥鎮壓什葉派抗議活動，何梅尼被迫流亡伊拉克。 

    隨著規模越來越大的白色革命現代化建設，伊朗國內貪污腐敗也隨之盛

行，不僅涉及政府高層，也涉及王室成員。階級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引起底層民

眾強烈不滿。隨著社會對立與不滿升高，何梅尼所宣傳的簡樸教義，伊朗民眾

擁護聲浪也越來越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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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德黑蘭使館危機，雙方斷交迄今 

      

   何梅尼被迫長期流亡伊拉克期間，在伊朗國內聲望與影響力卻是極為驚

人，"簡樸、自由、公正"為號召，復興伊斯蘭教的公平、正義來進行反對巴勒

維國王，何梅尼與王室勢不兩立，成為對巴勒維王朝的重大威脅。 

    1978 年初，伊拉克海珊以"煽動伊拉克境內什葉派叛亂"的罪名將何梅尼驅

逐出境，迫使他流亡法國。何梅尼對此一直懷恨在心，並發誓要復仇。伊朗於

1978 年 1 月發生反對巴列維國王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活動，發展到使伊朗全國處

於癱瘓狀態。 

    1979 年 1 月，流亡了 14 年的何梅尼回到德黑蘭，受到百萬人歡迎。1979

年 2 月，巴勒維政權垮台，經過全民公投，伊朗於 1979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以

什葉派高級宗教領袖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並通過了新的伊斯

蘭共和國憲法，何梅尼成為國家的最高領袖。 

    何梅尼推翻親美的巴勒維政權之後，數百名伊朗學生又因美凍結伊朗資

產、收留巴勒維在美流亡，激進學生團體因而佔領美使館，扣留美國駐德黑蘭

大使館人質，一直等到卡特總統下台，新任雷根總統就職上台第一天，伊朗才

同意釋放 52 位美國大使館人質，時間長達 444 天。 

    回溯伊朗回教政權與美國斷交，迄今已經 38 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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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發展核武，邪惡軸心 

        2006聯合國制裁陸續啟動 

  

    2005 年 6 月 25 日，德黑蘭市長艾哈邁迪-內賈德當選伊朗總統，任內推行

反西方政策，高調進行具有爭議的核計畫，遭到聯合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

對伊朗的經濟封鎖與制裁。 

    到了 2008 年 8 月 15 日，時任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宣布，伊朗將會發

射本國第一顆自行研製的人造衛星，用於發射衛星的火箭和發射架等設施完全

由伊朗自行研發。隨即在 2008 年 8 月 17 日，伊朗軍方宣布成功發射「使者」

號火箭，並將一顆名為「希望」的自製人造衛星送上太空。此次發射的目的是

對衛星運載過程、遠程發射系統、地面控制中心、地面信息站和指揮系統等進

行全面測試。衛星並已成功進入預定軌道，一切進展順利，伊朗軍方達到了所

有預期的人造衛星發射目標。這也同時意味著:伊朗在中長程彈道飛彈具有突破

的技術能量。 

    內賈德總統主政期間，熱衷發展伊朗提煉濃縮鈾的技術，高調慶祝伊朗國

產衛星發射成功，面對聯合國一波又一波的經濟禁運，伊朗多次揚言封鎖荷姆

茲海峽作為反擊，然而，伊朗國內市場經濟也隨著日漸凋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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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聯合國制裁十年困境， 

         伊朗的政經發展與轉向 

   

    伊朗八千萬人口，擁有全世界 1/10 的礦產以及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

它的經濟一方面嚴重依賴能源出口，另一方面一直飽受經濟制裁之苦。過去 30

年，尤其是 2006 年聯合國經濟制裁之後，伊朗的石油出口嚴格受到限制。 

    2010 年 6 月，伊朗拒絕停止鈾濃縮，聯合國啟動第 4 輪經濟制裁。當時，

伊朗的石油出口曾達到每天 565 萬桶的高峰，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第二

位，但到 2013 年 10 月，石油出口量跌去一半，只有 260 萬桶/日。當時伊朗經

濟一度陷入困境。 

    原本 2010 年，美元兌伊朗貨幣里亞爾的匯率是 1:1 萬，。2013 年伊朗大選

前夕，美元與里亞爾的比率超過 4 萬。里亞爾成為全世界最不值錢的貨幣。    

“財富來得慢如龜，走時瞬閃如蹬羚”，伊朗人民無奈地引用這句波斯古諺。 

    由於經濟制裁，引用伊朗勞工與社會福利部統計，截至 2013 年底，伊朗青

年的失業率達到 26%，超過 40%的大學畢業生失業。找不到工作的伊朗人還要

面對飛漲的物價，牛奶與奶酪的價格是兩年前的 3 倍。 

    在 2010 年聯合國第四輪經濟制裁的前 3 年，伊朗與外界幾乎斷絕了銀行轉

賬，石油與天然氣收入大幅減少，2012 年度，中國大陸與中華民國台灣仍然從

伊朗購買能源，但支付的並非貨幣，而是近乎以物易物的古老模式。 

    中國已躍居全球最大石油消費國，每日消費需求 1000 萬桶估算，約占全球

總量的 1/10。伊朗 2014 年中國出口每日 40 萬桶石油，與 2013 年出口量大體

持穩，對中國原油市場隨難產生實質影響。協議的達成為未來進口伊朗原油提

供了保障，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因局勢問題帶來的進口風險。14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4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偕同伊朗總統魯哈尼舉行

會談。習近平表示，中伊傳統友好，合作潛力巨大。中方歡迎伊朗積極參與絲

                                            

14 http://www.quamnet.com/newscontent.action?articleId=362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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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帶動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合作，啟

動高鐵、經濟園區等項目。 

  魯哈尼介紹了伊朗立場，強調伊朗根據《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享有的合法

權益應得到保障，通過談判早日達成全面協議對各方都有利。伊方贊賞中方勸

和促談，希望中方繼續發揮積極作用。15 

    伊斯蘭革命後，美國率先對伊朗進行制裁，切斷兩國交往。不久，法國也

從伊朗市場退出。導致德國在當時成為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2007 年以後，德

國執行了歐盟的對伊朗制裁措施，此後，中國在過去幾年取代德國，成為伊朗

最大的貿易夥伴國。回顧 2000-2007 年，中國早已成為伊朗最大的投資國。全

世界油氣競賽，伊朗恐怕也是最難應對的國家16。 

    2014 一整年，伊朗持續針對核問題與六強進行談判，風波不斷，達成協議

截止日一再延宕。當時，參與伊朗核談判的各方都明白，2015 年與伊朗達成

JCPOA 核協議，以終結長達 10 年的聯合國經濟制裁造成伊朗國內社會危機、避

免伊朗政經情況惡化，同時也為建立的中東安全框架提供支柱。 

 

 

  

                                            

15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522/12500517.html 

16 許小杰，石油啊,石油--全球油氣競賽合中國的選擇，201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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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JCPOA 核協議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第一節 伊朗總統、專家會議         

與 最高精神領袖 

     

    西方各國 2014 年面對 IS 銳不可擋的崛起形勢，終日惶惶，2014 年初，回

教遜尼派極端武裝組織 ISIS/ISIL 伊斯蘭國開始迅速於伊拉克、敘利亞境內攻城

掠地佔領，對於回教中東各國政局產生大幅衝擊。回教什葉派因素使然，伊朗

隨即派出精銳革命衛隊擔任軍事顧問，協同伊拉克政府有效反制伊斯蘭國地面

攻勢。 

    伊朗霎時成為各國遏止伊斯蘭國的最佳選項。面對共同敵人，美國與伊朗

雙方關係呈現解凍趨勢。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當時也急於尋求良方，

2014 年 7 月 13 日來到維也納，親自參與伊朗之間的談判僵局。 

    談判的主要障礙在於：伊朗未來 10 到 20 年間，到底可以維持多大規模的

核子設施。然而，凱瑞很快就遭遇了一個現實問題：關鍵或許並不在談判桌，

而是在於德黑蘭的神職人員和華盛頓的國會議員。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 (Ayatollah Ali Khamenei)2014 年 7 月 8 日在德黑蘭發

表講話時，伊朗談判代表卻表現出了些許驚訝。哈米尼在講話中以超乎尋常的

細節闡述了伊朗需要多少核燃料濃縮能力，這番聲明似乎讓談判代表難以找到

一種方法宣告本國的核計劃正在和平用途。 

    美國談判代表也面臨著國內的掣肘。參議院一些關鍵人物向歐巴馬總統提

交一封信，闡述了阻止伊朗製造核武器的協議應該是怎樣的。信中提到，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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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不到美國的要求，就不能解除對伊朗制裁。這種局面提醒凱瑞，達成協議需

要開展的談判不僅有這一場，而是三場。美國國務卿凱瑞表示，伊朗能擁有自

己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計劃。凱瑞表示，“我們想要達到這種局面，按照伊朗

能夠展開其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計劃，以及說服世界伊朗不尋求核武器。17 

    伊朗的提議減少現有運轉的離心機數量。當前伊朗有 9400 台離心機在運

行。伊朗將稍微減少這些老一代離心機生產的核燃料數量，方法是在協議執行

期間進一步降低離心機轉速。 

    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在接受 NBC 電視台採訪時說："我們不認為擁有核武

器有任何益處"。他還說，德黑蘭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說服國際社會相信伊朗

沒有在研制核武器。他還表示，擁有核武器仍無法保障國家不受侵犯（例如巴

基斯坦、美國、俄羅斯和以色列）。與周邊國家相比，今天的伊朗更加強大、富

有和快速發展，因此德黑蘭並不需要核武器。18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也一再表示，伊朗應繼續堅持開展核談判，但不

會放棄已經取得的核成果。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道，哈米尼當天在德

黑蘭會見部分核科學家時說，伊朗應堅持談判，打破西方國家製造的緊張氛

圍。他要求伊朗核談判代表不屈服於西方壓力，不接受強加條件。哈米尼說，

伊朗應在不放棄核計劃已取得成果的同時，解決圍繞伊核問題的爭議。在與伊

核問題六國談判的同時，伊朗不會放棄或者放慢核技術研發的進程。 

    回顧 1960 年代，巴勒維國王積極推行社會和政治現代化、去伊斯蘭化，試

圖走向世俗化、西化的道路。哈米尼跟隨了宗教領袖何梅尼起來反抗，多次被

捕入獄。直到 1978 年，號召廣大民眾起革命，翌年推翻巴勒維政權，建立了伊

朗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新憲法規定國家必須要依從伊斯蘭規範，實行政教合

一。總統雖是政府領導人，但在其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精神領袖（Supreme 

Leader）。 

    何梅尼身為宗教領袖，自然成為最高精神領袖，是伊朗真正元首。雖然憲

法沒有列明職權，但在外交、軍事、司法等重要範疇上，何梅尼特別著重。追

隨了何梅尼十多年的哈米尼，1981 年獲選為國家總統。在宗教學者階級，他同

時是一名阿亞圖拉（Ayatollah）。伊斯蘭教什葉派之中，最高等的神職人員分三

級，霍加特斯蘭（Hojatoleslam）最基礎級，現任總統魯哈尼（Hassan 

                                            

17 紐約時報，2014 年 7 月 15 日頭版。 

18 俄新網 RUSNEWS.CN 維也納 2015 年 7 月 13 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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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hani）就是這一級；阿亞圖拉（Ayatollah）屬於中間級，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最高等級，僅有何梅尼。 

   哈米尼曾任伊朗總統 8 年，打壓親美自由思想，深得何梅尼信任，他領導

革命衛隊與伊拉克打仗。原本要做最高精神領袖，根據憲法必須是大阿亞圖

拉，但何梅尼 1989 年病逝前決定降低門檻，阿亞圖拉也可繼任，1989 年哈米

尼成為了伊朗最高精神領袖。伊朗憲法列明最高精神領袖擁有絕對權力，而且

不只在精神上領導國家，亦控制了由 88 位伊斯蘭教士組成的專家會議

（Guardian Council），可以篩選出總統候選人。2017 年這屆總統選舉，高達

1636 人報名參選總統，專家會議就剔除 1630 人，最後僅有 6 位具有候選人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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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P5+1 伊朗核協議 

 談判、簽署、生效 2013/11—2016/01 

 

國際知名核武權威 Mark Fitzpartick 曾讚揚: JCPOA 是 極佳的談判結果，伊

朗在可預見未來，不會坐擁核武勢力，也不至於引發戰爭衝突。19 

JCPOA 核協議《全面聯合行動計畫》（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包括 5 個附件。主要內容如下： 

伊朗現有的低濃縮鈾庫存將會削減 98%，從 10000 公斤減至 300 公斤，為

期至少 15 年。在這 15 年期間內，伊朗的濃縮鈾最高只能達到 3.67%濃度，該

濃度足夠用於民用核能與研究，而不足以製成核武。未有《全面計劃》中期協

議前，伊朗曾經提煉出接近 20%濃度的濃縮鈾。 

伊朗可以提煉濃縮鈾的離心機數目將會削減至少三分之二，從現有的

19000 部（其中 10000 部運作中）減至不多於 6104 部，並且在未來十年裡只許

使用最多 5060 部提煉濃縮鈾。伊朗提煉濃縮鈾的全部能力，亦即是該 5060 部

離心機，只可以在纳坦兹的工廠運作。該處的離心機必須是 IR-1 離心機，即是

伊朗最舊和最低效率的第一代離心機類型。伊朗必須放棄其擁有的先進 IR-2M

離心機。除役的離心機仍然由伊朗保留，但是會運送到受 IAEA 監管的儲存地點

存放。 

伊朗在福爾多（Fordow）的鈾濃縮工廠停止進行濃縮鈾活動和研究，為期

至少 15 年，在此期間該處不得儲存任何核原料。該設施將會轉成為一個核子、

物理和科技的研究中心。福爾多工廠的建築物可以保留 1,044 部、共 6 組的 IR-

1 離心機，其中 2 組可用於生產穩定的放射性同位素作醫療、農業、工業及科

學用途，其餘 4 組保持閒置。 

    在未來 15 年裡，伊朗不得興建新的鈾濃縮設施，也不得增添重水反應堆或

囤積重水。 

                                            

19 http://www.bbc.com/news/av/world-middle-east-33517892/iran-nuclear-deal-a-pretty-

good-outcome-i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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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必須改動數個設施。在阿拉克的核設施必須削減離心機數目，而整個

設施需要按照國際社會批准的設計改建，以使其不能生產武器級鈈。只要阿拉

克反應堆一日還存在，伊朗所有乏核燃料都必須運出國外。 

    伊朗可以繼續進行鈾濃縮的研究和開發工作，但是在 8 年之內只可以在納

坦茲的設施內進行。 

    伊朗必須准許国际原子能總署（IAEA）的督察檢查伊朗所有已宣佈的設

施，包括在 Parchin 的軍事設施，以監察及確保伊朗遵守協議以及不會轉移任何

可裂變物質。 

     IAEA 有權監管伊朗整個核供應鏈，上從鈾製造廠，下至獲取核子相關技

術。對於已宣佈的核設施，IAEA 可在全日 24 小時內任何時候進入檢查，並且

可在那些設施進行持續監察（包括安裝監視設備）。 

     如果 IAEA 督察懷疑伊朗在已宣佈設施以外的地點發展核能力，他們可請

求到該等地點檢查，但需要把提出懷疑的理據通報伊朗。伊朗可容許督察到該

等地點檢查，或提出可消除督察疑慮的替代方案。如果雙方未能達成協議，則

一個最長可為期 24 天的程序啟動。首先伊朗與 IAEA 有 14 天時間化解分歧。 

如果不成功，包括八方在內的聯合委員會有 7 天時間考慮引發 IAEA 提出檢查的

情報。如果委員會以大多數票（8 票中至少 5 票）作出決定，則可以通知伊朗

它必須在 3 天內採取哪些行動。如果伊朗在 3 天內沒有遵從委員會的決定，制

裁會自動恢復。 

    在 IAEA 證實數個重要步驟已落實後，美國和歐盟會解除因核問題而實施的

制裁。對弹道導弹科技的限制維持多 8 年，對於向伊朗出售常規武器的限制維

持多 5 年。8 年後，歐盟解除對若干伊朗企業和個人的制裁。 

    美國因為人權、導彈及支持恐怖主義而向伊朗實施的制裁不受本協議影

響，仍將繼續維持。 

    如果伊朗違反協議，已取消的制裁會自動恢復實施。 

    如果協議任何一方有理由相信另一方沒有履行協議，可以提請根據本協議

而成立的聯合委員會解決爭議。如果伊朗以外的任何一方向委員會提出爭議，

而伊朗被裁定違反了協議，該方可通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後者有 30 天時間就

該議題通過決議。 

    即使安理會在 30 天內不採取任何行動，所有在協議前的核問題相關制裁自

動恢復，無須安理會批准。即使恢復制裁，對於任何人在恢復日期前已與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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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別伊朗人、伊朗實體簽訂的合約無追溯力，只要該等合約涉及的活動不違

反本協議或安理會決議即可。20 

  

                                            

20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statements-eeas/docs/iran_agreement/iran_joint-

comprehensive-plan-of-actio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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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色列 沙烏地 雙重因素 

干擾 來日方長 

 

    中東地區的形勢，沙烏地與伊朗一直水火不容，就在 JCPOA 協議即將生效

前夕，沙烏地處決境內多名什葉派宗教領袖，兩國關係隨即陷入緊急狀態，事

件發生後，憤怒的伊朗示威者放火焚燒沙烏地駐德黑蘭使館，沙烏地隨後宣布

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兩國的對峙，同時也間接出現在敘利亞、伊拉克及葉門

地區的內部衝突。 

    沙烏地副王儲薩勒曼 2017 年 5 月 2 日首度接受杜拜的中東廣播公司

（MBC）訪談以及「沙烏地電視」頻道聯播明白表示: 什葉派的伊朗滿懷野

心，我怎能對極端意識形態產生諒解？沙國和伊朗沒有對話的空間，因為屬於

伊斯蘭什葉派的伊朗滿懷「控制伊斯蘭世界的野心」。 

     現年 31 歲的薩勒曼位高權重，而極少公開談話。薩勒曼 2015 年由其父親

擢升為王位繼承第二順位，目前是沙國國防部長，總管沙國經濟事務，2016 年

4 月 25 日公布〈VISION 2030〉方案，主旨是翻轉沙國經濟，減少依賴石油，加

強經濟多樣化。他也督導在葉門對抗支持伊朗叛軍的行動，戰爭已持續兩年。

沙國穆斯林以遜尼派為大宗，因此薩勒曼說大致以宗派觀點談伊朗。他說，伊

朗的目標是「控制伊斯蘭世界」，傳播其什葉派教義。至於，沙國是否可能與伊

朗直接對話，薩勒曼回答：「我怎麼能夠和一個懷抱極端意識形態，要稱霸穆斯

林世界和撒播什葉派教條的人或政權達成諒解？我們之間有什麼共同利益？」 

    伊朗與沙國並未交戰，但雙方的代理人在整個中東遍燃戰火，在敘利亞與

葉門支持彼此對立的勢力，在黎巴嫩 、巴林、伊拉克各挺相互敵對的政治山

頭。但兩國在境外各自支持遜尼派與什葉派，也導致他們境內的遜尼派與什葉

派嫌隙日深。薩勒曼說：「我們知道我們是伊朗的主要目標，我們不想等到沙烏

地阿拉伯內部發生戰爭，所以我們想辦法讓戰爭只發生在伊朗，不發生在沙烏

地阿拉伯。」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關係冷淡，但川普在競選時曾表

示支持以色列，川普就任總統之前，曾對 2016 年 12 月聯合國安理會要求以色

列停止修建定居點的決議表示反對，認為這對以色列「不公平」。川普上任之

後，隨即邀請納坦雅胡訪美。在 2017 年 2 月 16 日雙方在白宮會面，川普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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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壓迫和種族滅絕迫害面前所表現出的堅韌不拔的精神，是美國「牢不

可破的珍貴盟友」。納坦雅胡則給予川普高度的讚譽，稱讚川普在普世價值被激

進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威脅的時候，能夠擲地有聲地發出要剿滅這些好戰分子的

承諾。納坦雅胡表示，川普「非常重視」與美國的友誼。「以色列沒有比美國更

好的盟友」，而「美國也沒有比以色列更好的盟友」。他表示，在川普擔任美國

總統期間，美以關係將會得到「鞏固」。他也希望川普能夠在聯合國為以色列獲

得平等對待而發聲。以色列一向擔憂伊朗核威脅，雙方談及伊朗問題。以色列

堅決反對 2015 年伊朗與西方六國達成的核協議，而川普也對奧巴馬總統留下的

這一「政治遺產」表示強烈的反對。納坦雅胡特別指出，伊朗在發射的導彈上

用希伯來語寫著「以色列必須被毀滅」的標語。 

    白宮共同記者會，納坦雅胡表示，在伊朗進行彈道導彈試驗之後，川普對

伊朗實施的制裁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努力。所以，他希望能夠與川普總統密切合

作，希望能夠遏制伊朗的核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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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JCPOA， 

         2016-2030 未來執行式 

   

第一節 JCPOA開啟外交大和解，      

各國互訪 絡繹不絕 

    

   JCPOA 協議生效之後第 9 天，伊朗總統魯哈尼隨即展開歐洲之行，造訪義大

利與法國，陸續簽訂大額採購訂單，開啟外交大和解的經貿實質行動。 

   伊朗完成 JCPOA 核協議換取國際制裁解禁後，2016 重返國際舞台。睽違近

20 年後伊朗終於再度踏上西方國家，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歐洲參

訪爭取貿易投資，2016 年 1 月 25 日到達羅馬，隨即會見義大利總理與教宗方

濟各（Pope Francis）。魯哈尼 5 天的歐洲行程，最主要的目的是提振伊朗經

濟，加強與西方的聯繫。伊朗和義大利企業簽署了價值 170 億歐元的協議，魯

哈尼向義大利商業領袖表示，伊朗是整個中東地區最安全、穩定的國家，並強

調經濟發展是打擊恐怖分子的關鍵，他說：「失業為恐怖分子製造士兵，要打擊

恐怖主義就必須提升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機會。」同時魯哈尼也表示伊朗的目

標是在未來幾年內提高 30％的出口貿易。 

    完成貿易簽署後，魯哈尼和義大利總理倫奇（Matteo Renzi）一同參觀卡比

托利歐博物館（Rome's Capitoline Museum ）。到場後發現，多數古羅馬裸體雕

像都已用大型白色箱子罩住，以美酒聞名世界的義大利，當天所提供的飲料也

全都是無酒精飲料，而這些全是出於尊重伊朗文化。伊朗為伊斯蘭共和國，其

國家有嚴格的禁酒法令。 

    魯哈尼在義大利最後的行程，是前往梵蒂岡與教宗方濟各會面。兩人會談

持續將近 40 分鐘，這與教宗舉行的國家會談來說，時間相對長很多。兩人談及

中東恐怖主義的擴散及販賣武器的問題，試圖尋找合適的政治解決方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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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教宗不斷呼籲和平，反對擴大在敘利亞的軍事干

預，而伊朗一直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少數盟友之一，同時也不斷被指控資助

黎巴嫩激進組織真主黨（Hezbollah）。教宗同時也敦促伊朗該在人權及宗教自由

上促進改善。 

    魯哈尼則表示：「我希望今天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時刻，讓我們能夠對未來

抱有和平的期望，而不是衝突與敵對。」魯哈尼在最後請求教宗為他祈禱，教

宗則回覆他為和平祈禱，並給了魯哈尼一條手工製作的地毯作為禮物。21 

    接著，伊朗總統魯哈尼轉訪法國，法國是伊朗總統訪問歐盟國家的第二

站。自從國際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後，一方面，魯哈尼領導的伊朗正在迅速

走向國際社會，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企業面對伊朗龐大的市場躍躍欲試。但

是，伊朗仍然處於非常複雜的神權統治之下。 

    魯哈尼與法國簽署一系列重要的經濟合約。其中最重要的德黑蘭早先時候

已經宣布，伊朗準備購買為數超過百架的空中巴士。而法國的標誌雪鐵龍也將

與伊朗的一家汽車企業合作生產汽車，年產量將達到 20 萬輛。 

    法國世界報評論稱，法國與伊朗簽署一系列合同，法國做得對。伊朗是中

東有前途的國家，也是這一地區最可看重的未來強權。但是，法國不要忘記伊

朗政權的本質：非常複雜和曖昧的神權統治，而且向西方開放內部並非一致。

法國也不能忘記，自 1979 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兩國關係多次經歷風暴，

經常處於對抗的兩極。無論是黎巴嫩或者雙伊戰爭，以及目前的敘利亞危機。

但是，法國也不能忘記，伊朗八千萬人口，大部分很年輕，大部分出生於伊朗

革命之後，因此，伊朗擁有一個城市化、教育程度不錯的民間社會，有許多工

程師、建築師、科學家、醫生及電影工作者。這使得伊朗在中東無與倫比。但

是，伊朗的問題複雜，魯哈尼並不代表伊朗所有權力，伊朗的保守派勢力仍然

強大。伊朗政權鎮壓所有的異議人士，司法權濫用，全掌握在強硬派手中。世

界報的評論稱，讓伊朗走出神權統治陰影，仍然更多地取決於伊朗內部的強硬

派與改革派的鬥爭，因此，在看待伊朗問題的時候，千萬不要簡單化。 

    魯哈尼歐洲行對雙方發展經濟關係都很有利。抵達巴黎，就與當地二十幾

家大企業領袖會晤，魯哈尼對法國企業家說，伊朗希望與法國的商貿關係能夠

得到迅速發展。陪同魯哈尼的法國經濟部長馬卡龍宣布，對願意在伊朗投資的

法國企業，法國政府將提供保險。 

                                            

21 http://www.storm.mg/article/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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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哈尼抵法前先訪問了義大利，在義大利簽署了十二項價值 150 億至 170 億

歐元的合同。在羅馬，魯哈尼還訪問了梵蒂岡，這應該是作為伊斯蘭共和國的

總統首次訪問教廷。魯哈尼拜訪了教皇方濟各，教皇希望伊朗為推動中東的和

平努力。梵蒂岡隨後發表的文告說，伊朗在中東地區應發揮重要的作用，無論

是在和平解決地區衝突，還是制止恐怖主義傳播以及武器擴散方面，伊朗都可

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魯哈尼此行歐盟的重大目的始終是推動德黑蘭與歐盟的經濟關係，他率領

着一個由數位部長和一百多位企業家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對一個被經濟制裁多

年的國家而言，發展與西方的經濟關係比一切都重要。魯哈尼在法國的行程也

是如此，魯哈尼此行也引起一些國家的不快，在以色列，以色列總統指責法國

在“國際紀念猶太人大屠殺的日子”接待伊朗總統。22 

    4 個月之後，2016 年 5 月 2 日，韓國總統 44 年來首訪伊朗，朴槿惠此行主

推「義氣外交」 ，同時簽署 371 億美元大單。此行，朴槿惠將與伊朗最高領袖

哈梅內伊、總統魯哈尼等人會晤。這是自 1962 年韓伊建交以來韓國總統首次訪

問伊朗, 朴槿惠也成為也是訪問伊朗的首位非伊斯蘭國家女總統。 

    韓聯社報導，朴槿惠 2 日會見了伊朗總統魯哈尼，兩國領導人就朝核問

題、朝鮮半島局勢、韓伊合作事宜等雙方共同關注的話題深入交換意見。會談

結束後，兩國領導人舉行聯合記者會，並共進午餐。青瓦台方面介紹，韓伊雙

方簽署了多達 66 項諒解備忘錄（MOU），總金額超過 52 萬億韓元，相當於 371

億美元。若包括部分建設項目的第二階段工程，訂單總額將增至 456 億美元。  

    韓伊合作領域包括，石油、天然氣、水電、火電等能源項目，達到 316 億

美元；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訂單金額為 121.2 億美元，醫療衛生

18.5 億美元，還包括金融、保險，科技、文化等領域。此外，韓國政府還將啟

動規模達 250 億美元的金融援助項目，為韓國企業積極參與伊朗基礎設施建設

項目提供幫助。雙方還簽署了海運協定，增強兩國的海運合作。雖然伊朗曾於

1996 年建議兩國簽署海運協定，但受到國際社會對伊制裁的影響，相關進程被

擱置。雙方還簽署了關於促進韓伊企業間交流的 MOU，商定互派企業代表團、

互換投資信息、攜手發掘投資機會等。為擴大兩國民營企業之間的交流與溝

通，雙方將分別設立「輔助韓國企業平台」和「輔助伊朗企業平台」，解決兩國

企業進軍對方國時遇到的各類問題。雙方商定兩國企業交易時將維持現有的

「韓元結算系統」，並為了構建「歐元結算系統」進行緊密合作。青瓦台方面表

                                            

2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128/78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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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些成果有助於韓國企業搶占伊朗市場先機，全面促進兩國經貿交流，並

把兩國貿易規模提升至對伊制裁以前的水平。 

    韓國媒體認為，朴槿惠此行目的在於開闢新的海外市場。自國際社會今年

1 月解除制裁後，伊朗迅速成為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市場。伊朗在解禁後公布

經濟發展五年規劃，把其年均增速目標設定為 8%。「我們期待這次出訪將是讓

雙邊關係大踏步前進的一次機會，在此之前，雙方的關係因為國際制裁等原因

停滯不前，」青瓦台首席外交安全秘書金奎顯在行前的記者會上說。朴槿惠這

次訪問伊朗，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動兩國商貿合作發展，力爭在韓國掀起「第二

輪中東潮」。青瓦台首席經濟秘書安鍾范介紹，此次韓國組建了有史以來最大規

模的 236 人經濟代表團隨朴槿惠訪問伊朗。經濟代表團由 146 家中小企業和中

型龍頭企業、38 家大企業以及 52 個經濟團體、公共機關、醫院組成。這其

中，不乏三星、現代等韓國著名大企業。朴槿惠在結束與魯哈尼的會談後，還

與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會面，就兩國關係發展問題交換意見。 

訪伊期間，朴槿惠還將出席韓國-伊朗商務論壇、韓伊文化交流活動、韓僑懇談

會等活動。伊朗與朝鮮的關係一直不錯。有評論認為，朴槿惠此次出訪伊朗，

除了推動經貿方面的考慮之外，另闢蹊徑為半島問題尋求解決辦法也是一個目

的。 

    朴槿惠訪問伊朗還大打「義氣牌」。在德黑蘭默德塔音樂廳觀看「韓國-伊

朗文化演出」後，朴槿惠登台發表感言，她表示，韓伊兩國能以文化增進友

誼，加強交流。朴槿惠強調，韓國和伊朗可基於文化和歷史共同點創造文化內

容，加強兩國民眾之間的紐帶、交流與合作。她提到在伊朗學習跆拳道的人多

達 200 萬人，《大長今》《朱蒙》等韓劇炙手可熱，並表示兩國在文化、歷史上

結下了深厚的緣分。韓國古代新羅國遺址留有波斯的痕跡，這證明兩國在漫長

的歲月里保持交流直到現在。 

     朴槿惠說，早在 1977 年，韓國首爾一條街以「德黑蘭」命名，伊朗德黑

蘭的一條街以「首爾」命名。兩國能以文化進一步加深緣分，增進友誼。朴槿

惠還說，兩伊戰爭爆發時，韓國建築企業大林產業的 13 名員工遭炮擊而不幸遇

難，超過 50 人受傷。但企業員工沒有離開伊朗，而是堅持完成了任務。這樣的

互信關係可轉化為文化內容，為此需要伊朗民眾對韓國文化給予支持與厚愛。

韓國外交部消息稱，朴槿惠計劃在與魯哈尼會面時談論「大林故事」以突顯韓

國對伊朗的道義。韓國《中央日報》引述匿名外交部官員說：「我們判斷認為，

外交的基本是信任，大林在戰爭中堅守的『義氣』可以象徵這基本原則。我們

期待『義氣外交』能很快成為打開伊朗市場的鑰匙，轉變為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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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事件」本身在韓國充滿爭議，但大林產業之後確實獲得伊朗方面信

任，承接了多個大型項目，並於 1990 年建成煉油廠，迄今在伊朗完成了 26 個

總值 45 億美元的項目。 

    據悉，韓國大林產業最快本周與伊朗簽訂價值 49 億美元的鐵路工程合約及

20 億美元的水力發電站工程合約。「大林事件」並非朴槿惠對伊朗打「義氣

牌」的唯一籌碼，韓國外交部還準備了伊朗 2006 年開始受國際制裁以後留在當

地的韓國企業資料，現代、三星等韓國財閥旗下分支在伊朗受制裁期間均有人

留守。《中央日報》指出，共有 13 家韓企在即使無法正常從商的情況下仍留下

一兩名職員維繫伊朗市場。他們如今可望獲得回報。23 

    日本政府及民間多年來一直希望透過與伊朗合作，開拓能源進口管道，但

受制於美國主導的制裁措施，多番碰壁。隨着美國與伊朗關係解凍，日本國際

石油開發帝國石油公司(INPEX)便重返伊朗，計劃重新簽訂合約，開發全球最大

油田之一的阿扎德甘油田。不過除了 INPEX 外，伊朗還正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

團等 4 間油企就開發阿扎德甘油田簽署備忘錄，2017 年油田競標，意味 INPEX

並不一定順利。 

    INPEX 的前身曾經在 2004 年，成功取得阿扎德甘油田 75%開採權，但美國

後來以伊朗核計劃為由，向伊朗實施經濟制裁，迫使日本退出油田開發。伊朗

政府旗下的石油工程和開發公司總經理沙赫納茲扎德向日本傳媒透露 INPEX 希

望恢復開發油田的消息，他表示理解 INPEX 當年的決定，並指日本及伊朗的爭

拗已經告一段落，期望與 INPEX 合作。產油大國伊朗希望重奪在制裁期間失落

的市場，然而，油公司卻面臨生產設備老化等問題，因此希望從外國引入新技

術及機器。  

    沙赫納茲扎德稱，目前法國道達爾石油已經提交最終計劃書，INPEX 及中

石油則即將提交，招標會於首季完成，預料夏天有結果。他表示，伊朗期望日

本方面能提供探測、鑽探及提高採收率的現代化技術。聯合國制裁措施影響，

伊朗在 2010 年至 2015 年間，每日石油產量跌至約 100 萬桶，但日本仍繼續進

口伊朗石油，數量僅次於中國及韓國。24 

 

                                            

23 https://read01.com/DNRz8j.html 

24 http://paper.wenweipo.com/2017/01/06/GJ1701060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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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經迷霧， 

期待 JCPOA撥雲見日， 

客機採購 引入外匯活水 

   

    經過多年的國際制裁，伊朗的客機早已普遍老舊失修。伊朗國營 IRAN AIR

航空，該公司 2016 年 12 月 11 日已簽署協議，未來 10 年內從美國波音公司購

買 80 架客機。這是自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伊兩國間最大金額的交

易。伊朗航空凖備購買 50 架波音 737 MAX 8、15 架波音 777-300ER 和 15 架波

音 777-9。波音公司也證實，按目前公告價格計算，這項交易價值 166 億美元。

波音公司說，這項交易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批准，第一架飛機將於 2018 年交貨。

"這個協議將保障與生產 777-300ER 直接相關的數以萬計的美國工人的工作，還

有美國航空工業供應商的近 10 萬個工作。" 

    2016 年 11 月，剛剛勝選的川普總統對於伊朗核協議一直保持批評態度，

美國國會的共和黨議員也在努力對協議進行反制。川普當選不到 2 週，共和黨

控制的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禁止美國財政部向美國銀行發放完成客機交易所

需的執照。25 

 然而，2017 年 04 月 05 日波音（Boeing）再一次搶下伊朗的市場，將與伊

朗阿斯曼航空（Aseman Airlines）簽下 30 架 737 MAX 客機的大合約，預估總價

為 34 億美元（約 1,031 億台幣）。 

 這是新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任，因為旅遊禁令使兩國關係重新凍

結後，首次有美國航空企業在伊朗取得大成果。波音公司表示，「這筆訂單將能

為美國本土帶來約 18,000 個工作機會，並將於 2022 年開始陸續交機。」 

   伊朗過去被美國貿易制裁，國內三大航空（伊朗航空、馬漢航空與阿斯曼航

空）僅能少量向法國空中巴士（Airbus）集團或其他航空製造商購買。這間創立

於 1980 年的阿斯曼航空，目前是由民間私營基金營運，旗下共有 298 名員工，

                                            

25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3828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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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伊朗國內航線外，亦有多條飛往中東、土耳其、俄羅斯的國際航線。旗下

機隊目前有空巴、ATR、舊型波音和福克 100（Fokker 100）型客機。 

   2016 年獲得貿易解禁的伊朗，對於航空業進行快速地擴展，除了與波音的

合約外，還同時與空中巴士集團商議 7 架 A320neos 的談判。伊朗航空也與法籍

航空商 ATR 完成談判，即將取得 20 架新型短程客機訂單，讓這個封閉多年的未

開發市場，成為各方勢力的兵家必爭之地。26 

    其實，幾乎當伊朗與波音 2016 年 12 月 11 日簽約同時，空中巴士公司也緊

鑼密鼓與伊朗達成 100 架客機交易，空中巴士集團（Airbus）於 2016 年 12 月

22 日證實與伊朗航空（IRAN AIR）簽訂 100 架空巴客機交易，其中包括 46 架

Airbus A320、38 架 A330 和 16 架 A350 XWB 客機。其中，第一架飛機隨即趕在

20 天之後就立即交機，趕在美國總統川普就職典禮之前，以免橫生枝節。 

    由於空中巴士部分零件在美國製造，所以客機出口前需要取得美國的出口

許可，預計空中巴士今 2017 年再向伊朗交付多六架 A320 客機。伊朗當局舉行

儀式，慶祝接收首架空中巴士，法國多名官員亦有出席。伊朗運輸部長阿昆迪

發言時表示，期望美國新政府會繼續履行承諾。美國新任總統川普與共和黨一

直反對取消對伊朗的制裁，伊朗一直擔心川普上任後會阻撓波音與空中巴士的

交易，因此空中巴士飛機製造廠才會急著出口交貨，飛機趕緊飛到伊朗。 

 

                                            

26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405000814-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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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伊朗 2017五月總統大選，  

保守 改革  路線大驗證 

    

   經歷 5 月 19 日延長投票至午夜，經歷 12 個小時的全國計票，伊朗總統魯

哈尼以超過 57%的得票率，首輪即當選第 12 屆伊朗總統。兩度延長投票時間，

以因應部分地區民眾長達 4 小時的等候領票時間，衝高的投票率，成為魯哈尼

首輪當選的重大因素，最根本的原因顯示出伊朗人支持魯哈尼主導的伊朗對外

開放政策、並同意給予女性選民更多的公民權利，因此，婦女票的支持，使得

魯哈尼一舉跨過 1/2 票數門檻，當選第 12 任伊朗回教共和總統。 

   魯哈尼雖然首輪當選，這次的競選過程並不輕鬆。還好，親近伊朗最高精神

領袖哈米尼的保守派候選人只獲得 38%的得票率。 

   大選投票之前，多少人參加投票一直是一個未知數。以總統為代表的改革派

一方擔心，由於失業率、購買力等經濟問題會影響到選民對任期屆滿總統的信

心，一部分選民可能會抵制票箱。保守派候選人強調，與六國達成的伊核條約

雖然達致取消國際制裁，但並未給伊朗帶來期待已久的經濟繁榮，也沒有吸引

足夠的魯哈尼曾經承諾的外國投資者，經濟問題是競選的最重大的主題，保守

派候選人尋求吸引底層民眾選票，答應將開創數百萬就業機會。 

    儘管伊朗作為 Islamic Republic 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的權力受到最高精神領

袖的限制，但是這一規模空前的勝利，賦予支持改革的魯哈尼新的任期更加堅

實的基礎。魯哈尼當選，一般會保證 2015 年達成的 JCPOA 核協議順利執行。

與會包括美、中、俄、法、英以及德國達成 JCPOA 核協議，無疑是魯哈尼任上

最大的成就，這一成果使得伊朗擺脫在國際上孤立的處境，打擊伊朗的大部分

經濟制裁措施得以解除。 

但是，同一時段，陪同川普訪問沙特的美國國務卿 Rex Tillerson 於 5 月 20

日再次指責伊朗支持恐怖主義，批評伊朗繼續進行導彈試驗。美國希望魯哈尼

“終結導彈試驗”。他還表示，美國與沙烏地剛剛達成的巨額軍火交易主要是

為了抵禦伊朗對這一地區的“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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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哈尼的連任勝利意味着伊朗最高精神領域及保守派一方的受挫，如同上

屆任期，魯哈尼面臨很多限制，這將制約着他變革伊朗的能力。除了應對國內

事務，魯哈尼還得謹慎處理與美國的關係，畢竟，川普政府對 2015 年達成的

JCPOA 核協議一直保持懷疑保留的態度。27 

 

  

                                            

27 RFI http://trad.cn.rfi.fr/%E6%94%BF%E6%B2%BB/20170520-

%E9%AD%AF%E5%93%88%E5%B0%BC%E5%89%9B%E7%95%B6%E9%81%B8%E4%BC%8A%E6%9C%97%

E7%B8%BD%E7%B5%B1-

%E4%BE%BF%E9%81%AD%E9%81%87%E7%BE%8E%E5%9C%8B%E5%A3%93%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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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 TRUMP上任，  

JCPOA協議變數再起 

 

伊朗的問題就複雜多了。      唐納 川普 

 

川普對於伊朗問題，不諱言引述歐巴馬在 2008 總統競選活動的說法:伊朗是

非常嚴重的威脅，私下擁有核武，出資支持該地區的恐怖主義以及伊拉克的民

兵組織，對以色列的生存構成威脅，而且否認猶太人大屠殺事件。28 

   魯哈尼剛剛連任當選伊朗總統，來自美國的壓力接踵而至。就在 2017 年 5

月 19 日伊朗總統大選同日，美國總統川普正率領龐大訪問團抵達首都利雅德。

短短兩天的停留期間，川普與沙烏地國王簽下高達美金 3800 億元的合作案，涵

蓋軍備銷售與經濟共同合作計畫。隔日，在首都利雅德召開的阿拉伯 伊斯蘭 

美國高峰會，為數 55 個中東、中亞地區的領袖齊聚峰會，美國儼然成為伊斯蘭

世界共主，一股反伊朗的政治軍事聯盟，逐步呈現。 

美國總統川普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與沙國國王沙爾曼展開雙邊會談，

2017 年 5 月 20 日，雙方簽署總值超過 3800 億美元（約台幣 11.55 兆元）投資協

議，其中包含價值 1100 億美元的軍售協議，兩國關係邁向新紀元。 

沙國外交部長朱貝爾 20 日表示，川普造訪首日，「兩國簽署一連串協議，

投資總值超過 3800 億美元」，並預期未來十年沙國投資美國基礎建設，「將為

兩國帶來數十萬個就業機會」。 

                                            

28 川普，GREAT AGAIN, How to Fix Our Crippled America 總統川普，2017 時報文化，頁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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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提勒森表示，美國支持沙國的國防需求，簽訂 1100 億美元的軍

售協議，包括邊界、海空與網路安全、空軍現代化、飛彈防禦和通訊升級，目

的是對抗「邪惡」伊朗的威脅，「國防設備與服務交易有助確保沙國和整個波

斯灣的長期安全」。提勒森認為兩國在國家安全和經濟議題上「志同道合」，

「兩國相互合作，我們都對此關係感到榮幸。」 

川普出訪沙國，美國公司也紛紛宣布大量投資中東國家。美國投資管理公司

黑石集團（Blackstone）20 日表示，沙國主權基金將投資 2000 億美元在一項基

礎建設的新投資基金上，其中基礎建設主要在美國；黑石集團則可能投資 1000

億美元以上。通用電氣 20 日在沙國首都利雅德的記者會上，也宣布與沙國簽署

價值 150 億美元的投資計畫。 

沙國國營的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發表聲明說，已和美企簽

署合資事業和備忘錄協議，預估總值約 500 億美元。 

   沙國過去皆由皇室安排接待美國總統，但這次利雅德卻迸出大大小小會議，

與會人包括政府各層級官員、企業執行長、極端主義專家和年輕社群媒體專

家。儘管如此，沙國還是瀰漫緊張氣氛，畢竟川普以其善變和難以預測出名。

雖然沙國知道川普的政治風波，但一名沙國顧問表示「談到利益時，沙國仍把

川普當作有能力和意願提供籌碼的領袖」。29 

 

  

                                            

29 https://udn.com/news/story/6813/247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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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卡達 0605斷交潮、 

德黑蘭 0607恐攻，     

伊朗 沙烏地 針鋒相對 

    美國川普總統風光完成首次外交訪問行程，不到三週，2017 年 6 月 5 日，

中東地區爆發嚴重的外交危機:連續 3 天，累積已有 9 國宣布與卡達斷交。沙烏

地阿拉伯為首的國家，指控富裕的波灣阿拉伯國家卡達支持恐怖主義。過去 20

年，卡達王室資助成立的半島電視台，自由派立場帶來中東 GCC 海灣鄰國間的

緊張衝突不斷，加上卡達與哈瑪斯與穆斯林兄弟會都十分交好，最近伊朗大選

剛落幕，更大舉採取親近伊朗的政策，最終引爆這次的斷交潮。 

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巴林等 4 國，首先於 6 月 5 日

同步宣布與卡達斷交，指控卡達支持恐怖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團體，並與伊

朗過於親近；接著葉門、利比亞東部政府及馬爾地夫也在同一天陸續與卡達斷

交，模里西斯、非洲茅利坦尼亞接續 2 天宣布與卡達斷交。連續 3 天有 9 國與

卡達斷交，引爆中東世界自 1991 年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 

    這場外交危機並非一朝一夕產生，早在卡達現任國王塔米姆(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的父親哈邁德(Sheikh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1995 年 6

月發動不流血政變，廢黜自己的父王而篡位後，卡達不同於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GCC)的政策至今，這種「帶有卡達特色」的外交政策，使得卡達與中東國家之

間的嫌隙不斷加深。 

    回顧 2011 年爆發阿拉伯之春，卡達支持北非國家及敘利亞的激進伊斯蘭主

義份子，更讓沙國和阿聯酋等鄰國不悅。引爆這波斷交潮的起火點，則是伊朗

總統大選之後，卡達媒體報導塔米姆指伊朗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區域與伊斯蘭

強權」，並批評沙國、埃及、阿聯與巴林等國，還表示支持遭到埃及、沙國與阿

聯等國列為恐怖組織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雖然卡達官方表示這是駭客侵入卡達媒體而發布的假新聞，但是這些遭到

塔米姆批評的國家並不接受這樣的說法。遜尼派穆斯林主政的沙烏地阿拉伯，

長久以來與什葉派穆斯林為主的伊朗是宿敵，沙國甚至在中東地區形成一個

「遜尼聯盟」，藉此阻擋伊朗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力。美國長期與伊朗不睦，川普

於沙國首都利雅德 2017 年 5 月 21 日 Arab Islamic American Summit 發表孤立伊

朗演說，支持沙國的行動不言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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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達雖然是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並且是「遜尼聯盟」(Sunni 

coalition)的一員，地緣政治因素使然，與伊朗擁有緊密的經濟往來，包括兩國

共同開採波斯灣天然氣資源。卡達也接納被沙國與阿聯酋視為恐怖組織的哈瑪

斯，阿富汗的神學士組織，這些都讓其他 GCC 海灣國家王室不悅。早在 2014

年，沙烏地與阿聯酋兩國，曾經不滿卡達的獨行政策，切斷與卡達的外交關

係，各自召回駐卡達大使，時間長達 9 個月，當時仍與卡達維持人民旅行往

來，也未將卡達公民驅逐出境。 

    2017 年 6 月這場卡達外交風暴，GCC 將卡達逐出聯盟，並同步實施經濟制

裁。卡達的唯一陸上鄰國─沙烏地阿拉伯，全面對卡達封鎖海陸空交通往來，

中東地區航空交通大亂，引發卡達民眾恐慌，卡達國內如臨大敵，貨架上的民

生用品已在斷交潮來襲後，隨即被搶購一空。還好，伊朗表示將以動用海運途

徑，12 小時之內，即可將民生糧食物資運抵卡達。對於一個人口高達 8000 萬

的伊朗，適時協助 230 萬人口的卡達，物資運補不成難事。只是，卡達外交爭

端持續中；旋即在 2017 年 6 月 7 日，伊朗首都德黑蘭出現 IS 恐攻，暴徒針對

國會大樓與何梅尼聖陵發動攻擊，什葉派與遜尼派兩方爭端更加白熱化。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將這次恐怖攻擊的責任歸咎於沙烏地阿拉伯和美

國，雖然遜尼派極端主義團體伊斯蘭國(IS)已經表示對此事負責。伊朗以什葉派

穆斯林為主，與遜尼派武裝分子，各自視為異端國家。美國總統川普剛剛結束

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中東局勢變得十分緊張。 

    伊朗革命衛隊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世界輿論，特別是伊朗，認為這起恐怖

恐怖攻擊事件非常嚴重，它發生在美國總統和該地區一個落後政府的首腦舉行

聯合會議後的兩週內，這個落後政府一直在支持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這

指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 

    世界各國的政府紛紛對遭受襲擊的遇難者表示了同情。數小時之後，稱伊

朗資助恐怖主義的川普政府也發表了弔唁聲明。「美國譴責今天在德黑蘭發生的

恐怖襲擊事件。」國務院說，「我們向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哀悼，向伊朗人民傳

達我們的哀思和祈禱，在一個和平、文明的世界中，罪惡的恐怖主義沒有容身

之所。」30 

                                            

30  紐約時報 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170608/iran-parliament-attack-

khomeini-mausoleum/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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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魯哈尼總統對美外交， 

唯有建構永遠的利益 

才能勝過永遠的敵人 

 

    美國總統川普 2017 年 5 月 21 日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的阿拉伯伊斯蘭美國

高峰會(Arab Islamic American Summit)，對超過 50 位穆斯林國家領導人進行演

說，呼籲各國孤立伊朗。 

    對此，伊朗回應，川普根本是藉著散播「恐伊症」(Iranophobia)，販賣更多

美製武器給這些國家。川普在演說中，呼籲阿拉伯和穆斯林各國領袖團結一

致，打敗伊斯蘭武裝分子。並表示伊朗已經在中東點燃了幾十年的宗教衝突和

恐怖主義的火焰。川普此行並與沙烏地阿拉伯簽署武器協議。對於川普此番言

行伊朗也不甘示弱，予以反擊。 

    伊朗國家電視台引用外交部發言人卡塞米（Bahram Qassemi）的話表示，

根據川普一再重複又毫無根據的說法，只是想要藉由散播「伊朗恐懼症」，來鼓

勵中東國家向美國買武器。川普在造訪首都利雅德時，與沙烏地國王剛簽訂高

1100 億美元的軍事採購協議。卡塞米還說，華府是藉由其敵對政策來喚醒此區

的恐怖主義。美國應停止販賣武器給危險的恐怖分子。美國及其盟友應該知道

伊朗是一個民主、穩定、強大的國家。伊朗促進了和平與睦鄰，並創造反對暴

力和極端主義的世界。31 

    隨著 2017 年 6 月 7 日伊朗國會、何梅尼聖陵遭到恐攻，當前中東情勢更顯

險峻。伊朗國會大樓和已故革命領袖的 何梅尼聖陵先後遭到攻擊，為伊朗首都

德黑蘭(Tehran)帶來混亂的數個小時，後續影響更加深遠。 

    連續兩起發生攻擊的地點，對伊朗來說都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伊朗國會被

人民廣泛尊重為國內政策的發聲，也被視為中東民主的象徵；革命領袖何梅尼

則是在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中推翻伊朗的君主立憲制，成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

共和，因此更是伊朗政治和精神上重要象徵。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賽佛

                                            

31 http://www.nownews.com/n/2017/05/23/253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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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Reza Seifollhai)在國營電視台上指出，這幾名攻擊者都是伊朗籍的伊斯蘭國分

子，伊斯蘭國(IS)稍後也表示他們是幕後黑手，同時也公布了槍手在國會大樓走

動、發動攻擊的 24 秒短片來佐證。 

    伊朗最重要的軍事機構伊朗革命衛隊(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隱喻指控沙烏地阿拉伯才是幕後的操盤手，認為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拜訪沙國，表達對沙國的支持不到三週就發生攻擊，是件「令人意味深

長的」事情。 

    沙國否認指控，人在德國的沙國外交部長朱貝爾(Adel al-Jubeir)表示他們不

知道誰需要為此負責，而且「不論是發生在哪裡，我們都會譴責恐怖攻擊」。 

白宮則是在攻擊發生不久後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為在伊朗受到恐攻波及的無辜

受害者哀悼，但是他們也指控就是伊朗支持恐怖主義的舉動，讓他們成為自己

支持的恐怖主義受害者。此時各方看來: 伊朗、美國暫時沒辦法合作，對於這

樣的狀況，《華盛頓郵報》指出，雖然美國與伊朗有著同樣的敵人(指伊斯蘭

國)，但是由於川普支持伊朗的死對頭~沙烏地阿拉伯，因此兩國目前勢必沒有

攜手合作的可能，只會持續地互相攻訐。 

    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稱這兩起攻擊只是「煙火」，

強調這不會對伊朗打擊伊斯蘭國的勢力造成影響。伊朗國會議長拉里加尼(Ali 

Larijani)則說：「對打擊恐怖主義上，伊朗是個積極且有效率的中流砥柱，所以

IS 伊斯蘭國才會想要摧毀伊朗。」 

德黑蘭發生兩起 IS 攻擊事件之後，IS 更揚言在伊朗境內發動更大規模的攻

擊行動，伊朗國內要求政府加強維安以抵禦伊斯蘭國的聲音高漲，對於剛連任

成功的溫和改革派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勢必又會是另一番挑戰，總統

魯哈尼更呼籲全球團結，以對抗極端主義。 

有朝一日，IS 伊斯蘭國成為泡影，敵人的共同敵人已不復存，美國與伊朗

的關係，不再存在 JCPOA 議約時空背景，伊朗所具有的獨特地緣政治優勢或將

式微。這一切，都將考驗伊朗執政者的智慧，不只是民選的總統，也涵蓋伊斯

蘭共和的最高領袖。 

魯哈尼總統對美外交，唯有建構永遠的利益，才能勝過永遠的敵人。 

這適用於對美外交，也適用於不結盟的伊朗原本傳統。至於什葉派與遜尼

派千年的回教爭執，絕對意識形態的對立，恐怕也只有回教神學教長可以提供

解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5 

 

參考書目: 

中文 

 

鈕先鍾。<<核子武器與世界政治>>。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0 年。 

林碧炤、鄧中堅編。<<金磚國家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台北: 五南圖書，

民國 101 年。 

洪秀菊 。 <<危機決策、處理、談判 美伊人質危機個案>> 。台北 : 商鼎文

化，民國 88 年。 

關中。<<意識型態與美國外交政策>>。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94 年。 

丹尼爾 尤金(Daniel Yergin)。<<石油世紀>> (The Prize )，薛絢譯。台北: 時報文

化，民國 100 年。 

唐納 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川普>>(GREAT AGAIN)，朱崇旻譯。台北: 

時報文化，民國 106 年。 

詹姆斯 馬里歐特(James Marriott)、米卡 米里歐-帕魯洛(Mika Minoio-Paluello)。

<<黑絲路>>(The Oil Road)，黃煜文譯。台北: 城邦文化，民國 103 年。 

楊永明。<<國際關係>>。台北 : 前程文化，民國 99 年。 

王央成編。<<戰略與區域安全>>。台北: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民國 95 年。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美國的抉擇>>(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郭希誠譯。台北: 左岸文化，民國 93 年。 

蕭曦清。<<中東風雲>>。台北: 牧村圖書，民國 92 年。 

丁佩華。<<俄羅斯石油地位的博弈>>。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范鴻達。<<伊朗與美國 : 從朋友到仇敵>>。北京: 新華出版社，2012。 

李春放。<<伊朗危機與冷戰起源 1941~1947 年>>。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7。 

菲利普 賽比耶-洛佩茲(Philippe Sebille-Lopez)。<<石油地緣政治>>(Geopolitiques 

du petrole)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6 

 

 

英文 

 

Dershowitz, Alan. The Case against The IRAN DEAL. New York: A Gatestone Institute 

Publication, 2015 

 

Patrikarkos, David. Nuclear IRAN. New York: L.B. Tauris & Co Ltd, 2012 

 

Landler, Mark. Alter Ego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LC, 2016 

 

Chollet, Derek. The Long Gam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7 

 

附錄: 

1:  JCPOA 核協議 全文內容 (英文)。 

2:  訪談: IAEA 核能檢查官 Malin Ardhammar 談國際原子能總署對伊

朗核能提煉技術管制措施(Adobe.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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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he E3/EU+3 (China, France, German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lcome this historic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which will ensure that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will be exclusively 

peaceful, and mark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ir approach to this issue.  They anticipate that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will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ran reaffirms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Iran ever seek, develop 

or acquire any nuclear weapons. 

Iran envisions that this JCPOA will allow it to move forward with an exclusively peaceful,         

indigenous nuclear programme, in line with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JCPOA, and with a view to building confidence and encourag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initial mutually determined limitations            

described in this JCPOA will be followed by a gradual evolution, at a reasonable pace, of        

Iran’s peaceful nuclear programme, including its enrichment activities, to a commercial       

programme for exclusively peaceful purposes,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non-

proliferation norms. 

The E3/EU+3 envision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will progressively allow them   

to gain confidence in the exclusively peaceful nature of Iran’s programme. The JCPOA             

reflects mutually determined parameters, consistent with practical needs, with agreed          

limits on the scope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including enrichment activities and R&D.  

The JCPOA addresses the E3/EU+3’s concerns, including through comprehensive measures 

providing for transparency and verification.  

The JCPOA will produce the comprehensive lifting of all UN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and national sanctions related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including    

steps on access in areas of trade, technology, finance, an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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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MBLE AND GENERAL PROVISIONS  

i.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E3/EU+3 (China, France, German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have decided upon this long-term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  

This JCPOA, reflecting a step-by-step approach, includes the reciprocal 

commitments as laid down in this document and the annexes hereto and is to be 

endor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UN) Security Council. 

 

ii.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will ensure the exclusively peaceful nature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iii. Iran reaffirms tha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Iran ever seek, develop or 

acquire any nuclear weapons.  

 

iv.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will enable Iran to fully enjoy its right to 

nuclear energy for peaceful purposes under the relevant articles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in line with its obligations therein, and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me will be treated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at of any 

other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NPT. 

 

v. This JCPOA will produce the comprehensive lifting of all UN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and national sanctions related to Iran’s nuclear 

programme, including steps on access in areas of trade, technology, finance and 

energy.  

 

vi. The E3/EU+3 and Iran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set out in the UN Charter.   

 

vii. The E3/EU+3 and Iran acknowledge that the NPT remain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d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the pursuit of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for the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energy.  

 

viii. The E3/EU+3 and Iran commit to implement this JCPOA in good faith and in a 

constructive atmosphe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to refrain from any 

acti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letter, spirit and intent of this JCPOA that would 

undermine it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The E3/EU+3 will refrain from 

imposing discriminatory regulatory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in lieu of 

the sanctions and restrictive measures covered by this JCPOA. This JC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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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Joint Plan of Action (JPOA) agreed in Geneva 

on 24 November 2013.   

 

ix. A Joint Commission consisting of the E3/EU+3 and Iran will be established to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and will carry out the func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JCPOA.  This Joint Commission will addres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and will oper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as detailed in the relevant annex.   

 

x.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will be requested to monitor 

and verify the voluntary nuclear-related measures as detailed in this JCPOA. The 

IAEA will be requested to provide regular updates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nd 

as provided for in this JCPOA,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ll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IAEA with regard to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will be fully 

observed by all parties involved.  

 

xi. All provisions and measures contained in this JCPOA are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its implementation between E3/EU+3 and Iran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setting precedents for any other state or f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NPT and other 

relevant instruments, as well as fo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xii. Technical detail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are dealt with in the 

annexes to this document.  

 

xiii. The EU and E3+3 countries and Ira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JCPOA, will 

cooperate, as appropriate, in the field of peaceful uses of nuclear energy and 

engage in mutually determined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projects as detailed in 

Annex III, including through  IAEA involvement.  

 

xiv. The E3+3 will submit a draft resolution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endorsing this 

JCPOA affirming that conclusion of this JCPOA marks a fundamental shift in its 

consideration of this issue and expressing its desire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Iran. This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will also provide for the 

termination on Implementation Day of provisions imposed under previous 

resolutions; establishment of specific restrictions; and conclusion of 

consideration of the Iran nuclear issue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10 years after 

the Adop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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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The provisions stipulated in this JCPOA will be implemented for their respective 

durations as set forth below and detailed in the annexes.  

 

xvi. The E3/EU+3 and Iran will meet at the ministerial level every 2 years, or earlier 

if needed, in order to review and assess progress and to adopt appropriate 

decisions by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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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and E3/EU+3 will take the following voluntary measures within the timeframe as 

detailed in this JCPOA and its Annexes   

 

NUCLEAR 

 

A.     ENRICHMENT, ENRICHMENT R&D, STOCKPILES    

 

1. Iran's long term plan includes certain agreed limitations on all uranium enrichment 

and uranium enrichment-related activities including certain limitations on spec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ctivities for the first 8 years, to be followed by 

gradual evolution, at a reasonable pace, to the next stage of its enrichment activities 

for exclusively peaceful purposes, as described in Annex I.  Iran will abide by its 

voluntary commitments, as expressed in its own long-term enrichment and 

enrichment R&D plan to be submitted as part of the initial declaration for the 

Additional Protocol to Iran’s Safeguards Agreement. 

 

2. Iran will begin phasing out its IR-1 centrifuges in 1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Iran 

will keep its enrichment capacity at Natanz at up to a total installed uranium 

enrichment capacity of 5060 IR-1 centrifuges. Excess centrifuges and enrichment-

related infrastructure at Natanz will be stored under IAEA continuous monitoring, 

as specified in Annex I.  

 

3. Iran will continue to conduct enrichment R&D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accumulate 

enriched uranium. Iran's enrichment R&D with uranium for 10 years will only 

include IR-4, IR-5, IR-6 and IR-8 centrifuges as laid out in Annex I, and Iran will not 

engage in other isotope separation technologies for enrichment of uranium as 

specified in Annex I. Iran will continue testing IR-6 and IR-8 centrifuges, and will 

commence testing of up to 30 IR-6 and IR-8 centrifuges after eight and a half years, 

as detailed in Annex I.  

 

4. As Iran will be phasing out its IR-1 centrifuges, it will not manufacture or assemble 

other centrifuges, except as provided for in Annex I, and will replace failed 

centrifuges with centrifuges of the same type. Iran will manufacture advanced 

centrifuge machines only for the purposes specified in this JCPOA.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h year, and as described in Annex I, Iran will start to manufacture agreed 

numbers of IR-6 and IR-8 centrifuge machines without rotors and will store all of 

the manufactured machines at Natanz, under IAEA continuous monitoring until they 

are needed under Iran's long-term enrichment and enrichment R&D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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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ased on its own long-term plan, for 15 years, Iran will carry out its uranium 

enrichment-related activities, including safeguarded R&D exclusively in the Natanz 

Enrichment facility, keep its level of uranium enrichment at up to 3.67%, and, at 

Fordow, refrain from any uranium enrichment and uranium enrichment R&D and 

from keeping any nuclear material.  

 

6. Iran will convert the Fordow facility into a nuclear, physics and technology cent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in the form of scientific joint partnerships will 

be established in agreed areas of research. 1044 IR-1 centrifuges in six cascades will 

remain in one wing at Fordow. Two of these cascades will spin without uranium and 

will be transitioned, including through appropriate infrastructure modification, for 

stable isotope production.  The other four cascades with all associated infrastructure 

will remain idle. All other centrifuges and enrichment-related infrastructure will be 

removed and stored under IAEA continuous monitoring as specified in Annex I.  

 

7. During the 15 year period, and as Iran gradually moves to meet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for nuclear fuel produced in Iran, it will keep its uranium 

stockpile under 300 kg of up to 3.67% enriched uranium hexafluoride (UF6) or the 

equivalent in other chemical forms. The excess quantities are to be sold based on 

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delive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buyer in return for natural 

uranium delivered to Iran, or are to be down-blended to natural uranium level. 

Enriched uranium in fabricated fuel assemblies from Russia or other sources for use 

in Iran's nuclear reactors will not be counted against the above stated 300 kg UF6 

stockpile, if the criteria set out in Annex I are met with regard to other sources. The 

Joint Commission will support assistance to Iran, including through IAEA technical 

cooperation as appropriate, in meeting 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for 

nuclear fuel produced in Iran. All remaining uranium oxide enriched to between 5% 

and 20% will be fabricated into fuel for the Tehran Research Reactor (TRR). Any 

additional fuel needed for the TRR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Iran at international 

market prices. 

 

B.    ARAK, HEAVY WATER, REPROCESSING 

8. Iran will redesign and rebuild a modernised heavy water research reactor in Arak, 

based on an agreed conceptual design, using fuel enriched up to 3.67 %, in a form of 

a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which will certify the final design. The reactor will 

support peaceful nuclear research and radioisotope production for medical and 

industrial purposes. The redesigned and rebuilt Arak reactor will not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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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s grade plutonium. Except for the first core load, all of the activities for 

re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the fuel assemblies for the redesigned reactor will 

be carried out in Iran.  All spent fuel from Arak will be shipped out of Iran for the 

lifetime of the reactor. This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will include participating 

E3/EU+3 parties, Iran and such other countries as may be mutually determined.  

Iran will take the leadership role as the owner and as the project manager and the 

E3/EU+3 and Iran will, before Implementation Day, conclude an official document 

which would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assumed by the E3/EU+3 participants. 

9. Iran plan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relying on light water for its future power and research reactors with enhanc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cluding assurance of supply of necessary fuel.  

10. There will be no additional heavy water reactors or accumulation of heavy water in 

Iran for 15 years. All excess heavy water will be made available for ex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11. Iran intends to ship out all spent fuel for all future and present power and research 

nuclear reactors, for further treatment or disposition as provided for in relevant 

contracts to be duly concluded with the recipient party. 

12. For 15 years Iran will not, and does not intend to thereafter, engage in any spent 

fuel reprocessing or construction of a facility capable of spent fuel reprocessing, or 

reprocessing R&D activities leading to a spent fuel reprocessing capability, with the 

sole exception of separation activities aimed exclusively at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and industrial radio-isotopes from irradiated enriched uranium targets.  

 

C.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13. Consistent with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President and Majlis (Parliament), Iran 

will provisionally apply the Additional Protocol to its Comprehensive Safeguards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7(b) of the Additional Protocol, proceed with 

its ratification within the timeframe as detailed in Annex V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modified Code 3.1 of the Subsidiary Arrangements to its Safeguards Agreement.  

 

14. Iran will fully implement the "Roadmap for Clarifica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Outstanding Issues" agreed with the IAEA, containing arrangements to address past 

and present issues of concern relating to its nuclear programme as raised in the 

annex to the IAEA report of 8 November 2011 (GOV/2011/65). Full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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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ctivities undertaken under the Roadmap by Iran will be completed by 15 October 

2015, and subsequently the Director General will provide by 15 December 2015 the 

final assess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all past and present outstanding issues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and the E3+3, in their capacity as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will submit a resolution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for taking necessary 

action, with a view to closing the issu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competence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15. Iran will allow the IAEA to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oluntary measures 

for their respective durations, as well as to implement transparency measures, as set 

out in this JCPOA and its Annexe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a long-term IAEA 

presence in Iran; IAEA monitoring of uranium ore concentrate produced by Iran 

from all uranium ore concentrate plants for 25 years; contain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centrifuge rotors and bellows for 20 years; use of IAEA approved and certified 

moder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on-line enrichment measurement and electronic 

seals; and a reliable mechanism to ensure speedy resolution of IAEA access concerns 

for 15 years, as defined in Annex I.  

16. Iran will not engage in activities, including at the R&D level,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uclear explosive device, including uranium or plutonium 

metallurgy activities, as specified in Annex I. 

17. Iran will cooperate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urement channel in this 

JCPOA, as detailed in Annex IV, endors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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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ONS 

18.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endorsing this JCPOA will terminate all 

provisions of previous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on the Iranian 

nuclear issue - 1696 (2006), 1737 (2006), 1747 (2007), 1803 (2008), 1835 

(2008), 1929 (2010) and 2224 (2015) –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IAEA-verified 

implementation of agreed nuclear-related measures by Iran and will establish 

specific restrictions, as specified in Annex V.1 

19. The EU will terminate all provisions of the EU Regulation, as subsequently 

amended, implementing all nuclear-relate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including related designation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IAEA-verified 

implementation of agreed nuclear-related measures by Iran as specified in 

Annex V, which cover all sanctions and restrictive measur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as described in Annex II: 

i. Transfers of funds between EU persons and entities, inclu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ranian persons and entities, inclu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i. Bank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orrespondent 

bank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 opening of new branches and subsidiaries 

of Iranian banks in the territories of EU Member States; 

iii . Provision of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iv. Supply of specialised financial messaging services, including SWIFT, for 

persons and entities set out in Attachment 1 to Annex II, including the 

Central Bank of Iran and Iran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v. Financial support for trade with Iran (export credit, guarantees or 

insurance); 

vi. Commitments for grants,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concessional loans to 

the Government of Iran; 

vii. Transactions in public or public-guaranteed bonds; 

viii. Import and transport of Iranian oil, petroleum products, gas and 

petrochemical products; 

ix. Export of key equipment or technology for the oil, gas and petrochemical 

sectors; 

x. Investment in the oil, gas and petrochemical sectors;  

xi. Export of key naval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1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esolution do not constitute provisions of this JC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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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cargo vessels and oil tankers; 

xiii . Provision of flagging and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xiv. Access to EU airports of Iranian cargo flights; 

xv. Export of gold, precious metals and diamonds; 

xvi. Delivery of Iranian banknotes and coinage; 

xvii. Export of graphite, raw or semi-finished metals such as aluminum 

and steel,  and export or software for integrating industrial 

processes; 

xviii. Designation of persons,  entities and bodies (asset freeze and visa 

ban) set out in Attachment 1 to Annex II; and  

xix.   Associated services for each of the categories above. 

20. The EU will terminate all provisions of the EU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ll EU 

proliferation-related sanctions, including related designations, 8 years after 

Adoption Day or when the IAEA has reached the Broader Conclusion that all nuclear 

material in Iran remains in peaceful activities, whichever is earlier. 

21.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ease the applic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JCPOA of the sanctions specified in Annex II to take effec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IAEA-verifi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d nuclear-

related measures by Iran as specified in Annex V.  Such sanctions cover the 

following areas as described in Annex II:  

i. Financial and banking transactions with  Iranian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specified in Annex II, including the Central Bank of Iran and 

specifi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dentified as Government of Iran by the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n the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 (SDN List), as set out in Attachment 3 to Annex II 

(including the opening and maintenance of correspondent and payable 

through-accounts at non-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s,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and letters of credit); 

ii. Transactions in Iranian Rial;  

iii. Provision of U.S. banknotes to the Government of Iran; 

iv. Bilateral trade limitations on Iranian revenues abroad, including limitations 

on their transfer; 

v. Purchase, subscription to, or facilitation of the issuance of Ira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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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 debt, including governmental bonds; 

vi. Financial messaging services to the Central Bank of Iran and Iran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et out in Attachment 3 to Annex II; 

vii. Underwriting services,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viii. Efforts to reduce Iran’s crude oil sales; 

ix. Investment,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in joint ventures, goods, servi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support for Iran's oil, 

gas and petrochemical sectors; 

x. Purchase, acquisition, sale, transportation or marketing  of petroleum, 

petrochemical products and natural gas from Iran; 

xi. Export, sale or provision of refined petroleum products and petrochemical 

products to Iran; 

xii. Transactions with Iran's energy sector; 

xiii. Transactions with Iran’s shipping and shipbuilding sectors and port 

operators; 

xiv. Trade in gold and other precious metals; 

xv. Trade with Iran in graphite, raw or semi-finished metals such as aluminum and 

steel, coal, and software for integrating industrial processes; 

xvi. Sale, supply or transfer of goods and service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Iran’s 

automotive sector; 

xvii. Sanctions on associated services for each of the categories above; 

xviii. Remove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set out in Attachment 3 to Annex II from the   

SDN List, the Foreign Sanctions Evaders List, and/or the Non-SDN Iran 

Sanctions Act List; and 

xix. Terminate Executive Orders 13574, 13590, 13622, and 13645, and Sections 

5 – 7 and 15 of Executive Order 13628. 

22.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s specified in Annex II an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 

allow for the sale of commercial passenger aircraft and related parts and services 

to Iran; license non-U.S. persons that ar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a U.S. person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with Iran consistent with this JCPOA; and license the 

import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Iranian-origin carpets and foodstuffs.  

23. Eight years after Adoption Day or when the IAEA has reached the Broader 

Conclusion that all nuclear material in Iran remains in peacefu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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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ever is earlier,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eek such legislative action as may be 

appropriate to terminate, or modify to effectuate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anctions 

specified in Annex II on the acquisition of nuclear-related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for nuclear activities contemplated in this JCPOA,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U.S. approach to other non-nuclear-weapon states under the NPT.   

24. The E3/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specify in Annex II a full and complete list of 

all nuclear-related sanctions or restrictive measures and will lift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 Annex II also specifies the effects of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beginning on "Implementation Day". If at any time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Day, Iran believes that any other nuclear-related sanction or 

restrictive measure of the E3/EU+3 is preventing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nctions lifting as specified in this JCPOA, the JCPOA participant in question 

will consult with Iran with a view to resolving the issue and, if they concur that 

lifting of this sanction or restrictive measure is appropriate, the JCPOA 

participant in question will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If they are not able to 

resolve the issue, Iran or any member of the E3/EU+3 may refer the issue to the 

Joint Commission. 

25. If a law at the state or local le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ven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anctions lifting as specified in this JCPOA,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appropriate steps,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available authorities,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such implemen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ctively 

encourage officials at the state or local level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anges in 

the U.S. policy reflected in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under this JCPOA and to 

refrain from actions inconsistent with this change in policy. 

26. The EU will refrain from re-introducing or re-imposing the sanctions that it has 

terminated implementing under this JCPOA,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provided for under this JCPOA. There will be no new nuclear- 

related UN 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and no new EU nuclear-related sanctions 

or restrictive measure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best efforts in good faith to 

sustain this JCPOA and to prevent interference with the realisation of the full 

benefit by Iran of the sanctions lifting specified in Annex II. The U.S. 

Administration, acting consistent with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ill refrain from re-introducing or re-imposing the sanctions 

specified in Annex II that it has ceased applying under this JCPOA,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provided for under this JCPOA.  The 

U.S. Administration, acting consistent with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ill refrain from imposing new nuclear-related sanctions. Iran 

has stated that it will treat such a re-introduction or re-imposition of the sa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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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ed in Annex II, or such an imposition of new nuclear-related sanctions, as 

grounds to cease performing its commitments under this JCPOA in whole or in 

part. 

27. The E3/EU+3 will take adequate administrative and regulatory measures to 

ensure clarity and effectiveness with respect to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under this 

JCPOA.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ssue 

relevant guidelines and make publicly accessible statements on the details of 

sanctions or restrictive measures which have been lifted under this JCPOA.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mit to consult with Iran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such guidelines and state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whenever appropriate. 

28. The E3/EU+3 and Iran commit to implement this JCPOA in good faith and in a 

constructive atmosphe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to refrain from any action 

inconsistent with the letter, spirit and intent of this JCPOA that would undermine 

it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the E3/EU+3 and 

Iran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support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including in their public statements2. The E3/EU+3 will take all measures 

required to lift sanctions and will refrain from imposing exceptional or 

discriminatory regulatory and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in lieu of the sanctions 

and restrictive measures covered by the JCPOA.   

29.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istent with their 

respective laws, will refrain from any policy specifically intended to directly and 

adversely affect the normalisation of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Iran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commitments not to undermin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JCPOA. 

30. The E3/EU+3 will not apply sanctions or restrictive measures to persons or 

entities for engaging in activities covered by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provided for in 

this JCPOA, provided that such activities are otherwise consistent with E3/EU+3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effect. Following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under this JCPOA 

as specified in Annex II, ongoing investigations on possible infringements of such 

sanctions may be reviewed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national laws.   

31. Consistent with the timing specified in Annex V,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will 

term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applicable to designated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e Central Bank of Iran and other Iranian bank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detailed in Annex II and the attachments thereto.  

                                                           
2 'Government officials' for the U.S. means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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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 with the timing specified in Annex V,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ove 

designation of certain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on the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 and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listed on the 

Foreign Sanctions Evaders List, as detailed in Annex II and the attachments 

thereto.  

32. EU and E3+3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will engage in joint projects 

with Iran, including through IAEA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peaceful nuclear technology, including nuclear power plants, research reactors, fuel 

fabrication, agreed joint advanced R&D such as fusion, establishment of a state-of-

the-art regional nuclear medical centre, personnel training,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detailed in Annex III. They will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as appropriat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jects.  

33. The E3/EU+3 and Iran will agree on steps to ensure Iran’s access in areas of 

trade, technology, finance and energy. The EU will further explore possible area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its Member States and Iran, and in this context 

consider the use of available instruments such as export credits to facilitate 

trade, project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in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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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EMENTATION PLAN  

34. Iran and the E3/EU+3 will implement their JCPOA commitments according to the 

sequence specified in Annex V. The milestones for implementation are as follows: 

 

i. Finalisation Day is the date on which negotiations of this JCPOA are concluded 

among the E3/EU+3 and Iran, to be followed promptly by submission of the 

resolution endorsing this JCPOA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for adoption without 

delay.  

 

ii. Adoption Day is the date 90 days after the endorsement of this JCPOA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r such earlier date as may be determined by mutual consent 

of the JCPOA participants, at which time this JCPOA and the commitments in this 

JCPOA come into effect.  Beginning on that date, JCPOA participants will make 

necessary arrangements and prepar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ir 

JCPOA commitments. 

 

iii. Implementation Day is the date on which,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IAEA report 

verifying implementation by Iran of the nuclear-related measures described in 

Sections 15.1. to 15.11 of Annex V, the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take the ac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s 16 and 17 of Annex V respective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e ac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18 of Annex 

V occur at the UN level. 

 

iv. Transition Day is the date 8 years after Adoption Day or the date on which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AEA submits a report stating that the IAEA has reached 

the Broader Conclusion that all nuclear material in Iran remains in peaceful 

activities, whichever is earlier.  On that date, the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the ac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s 20 and 21 of Annex V respectively and 

Iran will seek,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roles of the President and 

Parliament, ratification of the Additional Protocol. 

 

v.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ermination Day is the date on whic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endorsing this JCPOA terminates according to its 

terms, which is to be 10 years from Adoption Day, provided that the provisions 

of previous resolutions have not been reinstated. On that date, the EU will take 

the ac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25 of Annex V.  

 

35. The sequence and milestones set forth above and in Annex V are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duration of JCPOA commitments stated in this JC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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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36. If Iran believed that any or all of the E3/EU+3 were not meeting their 

commitments under this JCPOA, Iran could refer the issue to the Joint Commission 

for resolution; similarly, if any of the E3/EU+3 believed that Iran was not meeting 

its commitments under this JCPOA, any of the E3/EU+3 could do the same. The 

Joint Commission would have 15 days to resolve the issue, unless the time period 

was extended by consensus. After Joint Commission consideration, any 

participant could refer the issue to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 if it believed the 

compliance issue had not been resolved. Ministers would have 15 days to resolve 

the issue, unless the time period was extended by consensus. After Joint 

Commission consideration – in parallel with (or in lieu of) review at the 

Ministerial level -  either the complaining participant or the participant whose 

performance is in question could request that the issue be considered by an 

Advisory Board, which would consist of three members (one each appointed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dispute and a third independent member). The Advisory 

Board should provide a non-binding opinion on the compliance issue within 15 

days. If, after this 30-day process the issue is not resolved, the Joint Commission 

would consider the opinion of the Advisory Board for no more than 5 day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issue. If the issue still has not been resolv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mplaining participant, and if the complaining participant deems the issue 

to constitute significant non-performance, then that participant could treat the 

unresolved issue as grounds to cease performing its commitments under this 

JCPOA in whole or in part and/or notif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at it believes 

the issue constitutes significant non-performance. 

37. Upon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from the complaining participant, as described 

above, includ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good-faith efforts the participant made to 

exhaust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specified in this JCPOA,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rocedures, shall vote on a resolution to continue the 

sanctions lifting. If the resolution described above has not been adopted within 30 

days of the notification, then the provisions of the old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would be re-imposed, unles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decides otherwise. 

In such event, these provisions would not apply with retroactive effect to contracts 

signed between any party and Iran or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prior to the 

date of application, provided that the activities contemplated under and execution of 

such contrac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is JCPOA and the previous and current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expressing its in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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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 the re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if the issue giving rise to the notification 

is resolved within this period, inten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views of the States 

involved in the issue and any opinion on the issue of the Advisory Board. Iran has 

stated that if sanctions are reinstated in whole or in part, Iran will treat that as 

grounds to cease performing its commitments under this JCPOA in whole or i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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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liferation: 
The IAEA Procurement Outreach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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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AEA and its nuclear verification mandate

The IAEA Procurement Outreach Programme: 
promoting partnerships with industry 
in non‐proliferation

Procurement attempts as potential 
indicators of undeclared nuclear activities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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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AEA: “Atoms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 The pillars of the IAEA:

1.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2. Technical cooperation – nuclear applications

3. Nuclear verification – safegu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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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EA safeguards objective:
– Deter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by 

detecting early the misuse of nuclear material or 
technology, and by providing credible assurances 
that States are honoring their safeguards 
obligations.

• Therefore, to be able to detect early:
– Diversion of declared material, or undeclared 

activities at declared nuclear facilities

– Indicators of undeclared nuclear material or 
activities anywhere in the State

The IAEA Nuclear Verification 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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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IAEA Safeguards

• Facility level 
– Focus on declared nuclear materials at declared sites

• State level – since 1990s
– Focus on the State as a whole – Additional Protocol (1997)

– Indicators of undeclared nuclear material or activities

• All safeguards‐relevant information – since 1990s
– Proliferation networks and non‐State actors

– Growing awareness of proliferation risks

– Analysis of all safeguards‐releva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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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s‐relevant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State, including:

– Declarations

– Reports

– Voluntarily provided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from IAEA safeguards activities in the 
field and at Headquarters, including:

– Inspections

– Design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 Material balance evaluation

•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cluding:

– Open sources, including trade‐related information

–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nuclear procurement relate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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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mes of Iraq, Libya and Iran in the 1990s

• Networks trading in (mainly dual‐use) goods, materials, 
services, technology

• Non‐State actors increasingly involved

• Need for verification tools to address new proliferation 
challenges

The role of proliferatio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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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AEA Procurement Outreach Programme

• Visible traces are left behind by those trying to covertly 
acquire nuclear‐related goods

• Information from places where traces might be found
– Bilateral voluntary arrangements with Member States and selected 

companies with products relevant to nuclear activities

•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from Member States and industry
– Endorsed by Member States in each General Conference Safeguards 

resolution since 2005 – GC(49)/RES/13

8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

Essence of the Procurement Outreach Programme

• Collection of nuclear trade‐related information
– Primary sources 

– Attempted procurement of nuclear‐related goods or services

– “Industry knows first” about developments in covert trade

• Through a fully voluntary programme
– Not an obligation, no impact on verification in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 State

– Aimed at tracing covert procurement and potential indicators of 
undeclared nuclear activities

• Ultimately to identify early warning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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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activities: some of the products needed

• Mining/ milling 
equipment

• Chemicals
• Chemical 

processing 
equipment

• Machine tools
• Vacuum 

technology

• Process control
• Nuclear reactor  

technology
• Remote 

manipulators
• Shielding 

materials
• Chopping/ 

shearing tools 
• …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 2005, FOI, Sweden

Specialized equipment, but also common 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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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nrichment: some commodities of interest

Thin cylinder of e.g. 
aluminium alloy, 
maraging steel or 
carbon fibre

Frequency 
converters (600‐
2000 Hz)

Flow‐forming 
machines, NC machine 
tools to make 
centrifuge rotating 
parts  Vacuum system: 

valves, pumps, 
pipingThick cylinder, 

e.g. aluminum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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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uiry documents

• Communications from potential purchasers to companies
– Faxes, emails, other contact data 

– May be thrown away by companies as useless contacts 

– May identify middlemen or end‐users and provide early detection of 
undeclared activities

• Complete documents enable in‐depth analysis
– Small pieces of information could reveal the bigger picture

– Similar or identical enquiries can be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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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ing enquiry document – example 

Vacuum furnace – dual-use 
commodity of nuclear 
relevance

One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s known in a proliferation 
context

Transmitted from a public fax

Multiple countries involved

Several telephone numbers
not belonging to enquir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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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 Proliferation networks need to be identified and understood
– Challenge to States, industry, IAEA, global non‐proliferation

• The IAEA Procurement Outreach Programme:
– Complementary to oth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IAEA;     

improves effectiveness of the IAEA verification mission

– Promotes partnership and increases awareness in addressing 
proliferation issues

• Ultimately to help identify early warnings of possible nuclear 
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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