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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鎮照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蔡相偉為國立成
功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從美國總統訪越看美越戰略合作 
關係之發展

宋鎮照、蔡相偉✽

美越關係出現突破性的發展

美越戰爭結束於 1975年，美越也在二十年後恢復外交關
係。自 1995年 7月美越建交以來，美越外交關係發展一直
處於積極上升的態勢。特別是 2013年 7月越南國家主席張
晉創（Truong Tan Sang）訪問美國，更與美國總統歐巴馬（Ba-
rack Obama）共同發表關於美越兩國關係的聯合聲明，並宣
布建立美越「全面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積極推動兩國在政治和外交、經貿、科技、教育、環境與衛

生、戰爭遺留後果問題、國防與安全、保障和促進人權以及

文化、體育與旅遊等九個方面的合作，這標誌著美越兩國關

係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和越南在南海主權上的爭議愈演

愈烈，因而讓美越兩國在安全與防禦合作上的關係發展愈益

緊密。事實上，美國自 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後，便開始對越
南實施武器禁運管制，之後持續以越南人權表現不佳為由禁

止軍售，儘管美越兩國在 1995年恢復外交關係，但該禁令依
然存在，直到 2014年 10月，或因越南在人權問題上有所改
善及其他因素，美國給予部分解除「武器銷售禁令」，僅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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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越南用於保障海上安全目的之防衛裝備，以幫助越南提

高海上安全的防衛能力，而對於海上殺傷性武器的出售，美

國同意以個案審查的方式處理。

2015年 7月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Nguyễn Phú 
Trọng）訪問美國，與歐巴馬舉行「歷史性會談」，雙方發布了
「美國－越南聯合願景聲明」，將 2013年越南國家主席張晉
創訪美時雙方所定下的「全面夥伴關係」，提升為「廣大全面

夥伴關係」，有助建立互信，帶動兩國關係發展更上一層樓。

美越兩國針對促進全面夥伴關係的措施，同意增進高層互

訪，加強經貿合作，以取得達成「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
談判共識和進展，並加強在安全和防務領域的合作。美越的

友善的領袖會議，不僅被視為是雙邊關係的發展動力，也是

美越外交關係「再進化」的突破。

而 2016年 5月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越南，再將美越關
係推向另一個外交發展高峰。歐巴馬與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

富仲、國家主席陳大光等領導人舉行會談，進一步討論有

關 TPP批准與落實程序、南海問題以及加強美越兩國國防合
作，特別是美方宣布全面解除對越南長達 41年的武器禁運，
則備受國際矚目。歐巴馬強調武器禁運是越戰遺留下來的最

後一個禁令，解除禁運則是要「消除冷戰猶存的殘餘」，不但

可以加強美越在區域防衛上的合作，也為兩國外交關係完全

正常化鋪路，脫離以往美越戰爭陰影，進一步讓越南正成為

美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全方面建設性的戰略夥伴。

歐巴馬訪越之戰略與外交突破

2016年 5月歐巴馬的訪越行程，為美越兩國在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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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上帶來新格局。歐巴馬不是第一位任內訪問越南的美國

總統，美國也早在柯林頓總統時期就解除對越南的經濟制裁

措施，但這次歐巴馬在河內進一步宣布解除對越南的武器禁

運，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內的禁運解除，可視為是美越雙方國

防安全合作上的重要突破，具有化解雙邊仇恨的歷史意義。

未來越南將可以採購美國軍方所提供的最先進裝備，讓原本

仰賴俄羅斯軍事武器援助的越南，可獲得來自美國更多必要

的軍事武器。事實上，目前越南已是全球第 8大武器進口國，
從經貿與安全兩大層面來看，這也是美越兩國共同利益之所

需，更讓越南成為美國在東亞最親密的戰略夥伴之一。

對美國來說，越南在南海安全問題上的戰略性價值與地

位正不斷地提高。事實上，考量未來中越兩國在南海爭議加

劇情況下，美方解除武器禁運無疑地可加強越南的軍事力

量，成為美國在南海區域的重要「新戰略盟友」，有利於一起

對抗中國大陸軍事在南海的擴張。何況越南一直以來是東南

亞中，最敢於挑釁中共政權的國家，同時中越雙邊存在著非

常複雜的歷史糾葛和南海主權的衝突。

不容否認的，美越防衛上的合作與武器禁運，勢必會刺

激或惹怒中國大陸，恐怕會使南海區域的緊張情勢再次升

高。而在南海情勢對立和衝突的緊張氣氛下，不僅讓中美關

係陷入抗衡困境，也會讓中越關係勢必更為緊張，此舉又將

讓越南更為依賴美國。

事實上，關於美越武器禁運關係之改變，此前中國大陸

已經對美國在 2014年局部解除對越南武器禁運的決定，表達
其高度的不滿。如今歐巴馬此次訪越，又全面解除對越南的

武器禁運，儘管美國強調不是針對中國大陸，而是基於想要

完成與越南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但仍不免讓人懷疑美國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08│第一三四期　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試圖拉攏越南，並在南海議題上與中國大陸相抗衡的戰略企

圖。甚至營造出美越對抗中國大陸在南海推進軍事基地化，

可以強化美越軍事合作的雙贏關係。

除了軍事戰略備受矚目外，TPP也是這次歐巴馬訪越的
重要議題。歐巴馬對民間團體和企業界推銷由美國主導的

TPP，並認為 TPP能讓越南產品外銷增加，吸引更多新的投
資，越南不須完全依賴單一貿易夥伴，而是能和更多貿易夥

伴合作（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此外，美國也注意到越

南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是具有龐大消費能力的族群與消費

市場，吸引美國商品進入越南，可以掌握越南市場的商機和

利益。在某種意義上來看，亦可以看出美國和中國大陸在越

南市場商品競爭的現象，不讓中國大陸商品獨佔越南的貿易

市場。

越南在 2016年 2月已經簽署 TPP官方的意願，下一階段
便是等國會審議批准，才能正式生效。歐巴馬也特別強調他

有信心美國國會將在 2016年批准 TPP，讓美越貿易關係能
更加緊密。由此可知，2016年歐巴馬的越南之行，具有政經
雙重目的，不僅只是實質強化雙邊軍事和防衛合作關係，透

過美國解除對越南武器禁運案，同時也強化美越經貿關係，

透過 TPP的推動，形成對中國大陸進行軍事和經貿雙層心理
意義的「圍堵」策略。

歐巴馬此行訪越也促使美越雙方企業代表簽署了價值約

160億美元的合約，其中包括美國飛行器發動機製造商普惠
（Pratt & Whitney）計劃將售賣 135架引擎給越捷航空（Viet-
jet）；波音公司則賣 100架飛機給越捷航空，而波音公司的越
南訂單將為美國提供約 6萬個製造業和技術崗位的工作：此
外，美國通用公司（GE）也和越南政府簽約共同發展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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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的風力發電廠，將可供應 66萬戶家電使用等，可見美國
獲得越南商業利益相當豐厚。不同於中國大陸領導人出國訪

問，總是帶著極大的訂單厚禮或投資當見面禮的模式。再者，

越南政府也首次同意，讓過去長期被共產主義世界視為新殖

民主義間諜的美國志願服務組織「和平團」（Peace Corps）進
駐越南，來推動美越雙邊民間的外交交流。

歐巴馬此行可說是美國近幾年積極推進「亞洲再平衡」

（Re-balance to Asia）策略的重要一環，無論是在國防戰略或
經貿上，企圖拉近與越南的關係，試圖對抗逐漸在亞洲崛起

擴張的中國大陸。對美國來說，越南在亞太區域地緣位置上

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越南也是制衡中國大陸軍事崛起及其

對南海主權主張的重要夥伴，在經濟發展上更是亞太區域表

現亮眼的國家，相當具有發展潛力。因此，歐巴馬此行也顯

示出美國重視落實「亞洲再平衡」戰略思維，以及強化對越南

的軍事合作和經貿關係，這是歐巴馬「亞洲再平衡」大戰略裡

的重要佈局。

越南拉攏美國的戰略思維與動機

由於越南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相當仰賴中國大陸，因而越

南領導人深知不能過度激怒中國大陸。一直以來，越南對於

中國大陸漸進式的發展模式，亦步亦趨，此外中越兩國都是

共產黨領導體制的國家，兩國的政經基本利益也是一致的。

儘管中越雙邊有主權衝突糾紛，中越共產黨的外交關係互動

仍有其默契。然而，中國大陸近年來主張在南海擁有支配地

位，2014年中國大陸更在西沙群島設置鑽油平台，鑽探石油
和天然氣，接著在距離越南 300海里興建軍機起降的人工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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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因此中越在南海領土主權爭端上對峙不斷，甚至爆發了

大規模「反中」抗議行動。隨後越南在外交和軍事上加緊與美

國交往，希望拉攏美國勢力以制衡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作為。

至今美越雙方雖然尚無正式結盟關係，但是歐巴馬此行

所宣布的全面解除對越南的武器禁運，以及美軍可能「進一

步」地合作與使用越南在南海的要衝—金蘭灣港（Cam Ranh 
Bay），有其極大的軍事和外交的對價關係，對中國大陸無疑
地產生如芒刺在背的潛在威脅。

而越南的金蘭灣就成為越南拉攏或平衡國際勢力的一項

籌碼，並且把金蘭灣運用得淋漓盡致。越南透過金蘭灣可以

去拉攏與俄國和美國的關係，也可以透過金蘭灣平衡或緩和

與中國的關係，實際上就是要把金蘭灣的戰略效應發揮到最

大化。自 2016年 3月越南金蘭灣國際新港完成第一期工程
後，越方已經邀請了新加坡、法國、俄羅斯、印度、澳大利

亞、日本和中國大陸軍艦訪問金蘭灣。越南基本上就是想確

保金蘭灣對所有國家開放，包括中國和美國，這樣越南就可

以兌現自己的「三不」承諾：沒有軍事同盟，沒有外國軍事基

地，也不站在任何一方反對另外一方。

進一步來看，金蘭灣與南沙和西沙群島的距離平均約為

550公里，掌控了南海西側重要戰略據點。雖然越南淡化了
該港的軍事色彩，但仍然擁有允許那些國家停靠的選擇權，

有效運用金蘭灣存在的戰略價值。若是美軍未來能夠使用越

南金蘭灣，再搭配南海東側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美軍基地，將

可顯著提高其對南海的監視能力，以及防制或制衡中國大陸

在南海島礁的軍事化擴張行動。儘管美國再三強調無意在越

南部署美軍基地，但只要越南願意提供深水港口給美軍經常

性停泊，「重返金蘭灣」就不僅僅是兩國關係的改善，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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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莊舞劍、意在中國」，同時也將牽動未來南海情勢發展。

越南同時重視與中國大陸和美國的外交關係發展，這對

越南最有利。一旦南海出現緊張時，越南自然會往美國靠 
攏；而當南海緊張降低，越南國內民族主義壓力下降時，越

南又會往中國大陸靠攏。可以很清楚看出，越南在中美兩大

強權之間，也採取了兩手策略，至少左右逢源的外交戰略，

可以提高越南在兩強之間的戰略價值，又可以為越南安全與

主權問題，在強權平衡之間獲得最大利益。

越南深切瞭解，其戰略地位對美國來說之所以重要，正

因為與中國大陸主權有衝突，美國需要越南的程度不低於越

南需要美國的支持。也可以從 2016年越南新領導班底的安
排，看出從上一屆領導傾美，稍為調整班底傾中一些，至少

這是「一舉兩得」的戰略，讓越南拉攏美國可以獲得戰略平

衡的好處，以及從中國大陸方獲得相對多的支援與妥協。另 
外，越南與美國之戰略同盟關係的建立，不會受到美國地緣

利益的威脅，不過中越兩國因為相鄰的地緣戰略威脅大，也

會讓越南謹慎小心處理中國大陸問題。

最後，對越南來說，拉攏美國既可以抵銷中國大陸在亞

太地區不斷增加的影響力，而且接近美國是符合當前時代潮

流的必要戰略。同時，越南也希望藉由 TPP能夠大幅提振其
經濟競爭力。根據世界銀行估計，越南將是 TPP的最大獲益
國，透過增加紡織品與成衣出口，在 2030年前將能為其經濟
貢獻 10%的成長。足見越南拉攏美國也不僅只是軍事和安全
的戰略考量而已，還有更重要的經貿發展，畢竟越南國內經

濟的發展有助於國內政治的穩定，而國內政治穩定，有利於

越南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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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越合作是否雙贏 ?

歐巴馬本次出訪越南具有重要意義，證明了美越兩國關

係的再升級，未來在軍事國防、經濟貿易等方面之合作發展

將更為緊密，如在全面解除美國在越戰後長達 41年的武器禁
運、力推 TPP、增加美軍停靠港口的次數、或增加停靠具戰
略位置的金蘭灣等。儘管如此，美國對於越南侵犯人權問題，

仍視為兩國締結更為緊密關係的障礙。歐巴馬呼籲越南當局

改善人權，給予人民更多自由空間，只有尊重人權才能推進

經濟的發展和穩定國家局勢，為兩國合作開闢新前景。無疑

地，這種訴求也讓美國保留對越南外交和政治發展的重要籌

碼，讓美國仍處於相對優勢地位上。

其次，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之際，越南希望借美國之力

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抗衡中國大陸，而美國則打算利用越南進

一步鞏固和擴展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成果，以提升美國在

亞太地區整體的同盟關係。近年來，美越關係發展快速，主

要是美國出於「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返亞太」的外交政策

等地緣戰略考慮，希望加強與越南的關係，而越南也出於防

範中國大陸崛起、在南海島嶼爭端中謀求美國的支持，故南

海問題成為是推動美越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後，美越關係發展看起來是互惠互利的結合，美國目

前雖然將越南當作具有安全和經濟潛力的夥伴，但雙方正在

努力減少兩國間分歧，希望建立更密切且長期合作關係。此

外，由於美越兩國之意識形態差異、越戰歷史、人權等問題

分歧，其實兩國要更進一步提升外交的難度也不小。相對

地，對越南來說，中國大陸又是最大貿易夥伴國，同時也簽

署了由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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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在經濟方面重視中國大
陸、依賴中國大陸。很明顯地，越南未來將會在中國大陸和

美國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的立足點，以及極大化越南的國家 
利益。

整體而言，可以發現美越關係的轉變與變化非常明顯，

從越戰的對抗戰爭到合作與聯合，讓兩國國家核心利益結合

在一起。在當前美國重視越南的外交策略發展下，歐巴馬的

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似乎具體實踐在美國勢力重返越南上，

此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因為美越的聯盟關係具有高度的政治

與經濟考量。美越在經濟與安全利益的結合基礎，也反映出

共同的挑戰：中國大陸崛起。只要南海議題爭議持續擴大，

中越衝突氣氛更濃厚，美越同盟關係更密切。

而此美越中三角關係格局下的戰略思維，似乎也反映在

美中台的三角關係上。而在中美兩大強權框架下，也許越南

的戰略思維與回應，值得台灣當局參考。儘管中越關係沒有

兩岸關係來得那麼複雜、緊張與對立，但是越南在中美強權

關係下的戰略邏輯和轉變，也可以發現在美中台三邊互動關

係上。也就是當兩岸關係緊張時，台灣依賴美國的程度提升，

而當中美關係緊張時，美國重視台灣的程度也會提高。而當

兩岸關係緩和時，美國介入空間似乎會縮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