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結論- 
 

298 

第八章  結論 

 
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自 1948 年成立至今，已經有五十六年的歷史，前後出動了

五十九次任務，部署地區遍及全球各地，包括亞洲、非洲、中東、歐洲和美洲，這五

十九次行動見識了聯合國維和行動的多樣面貌，簡單者僅監視撤軍如「聯合國阿烏左

地帶觀察團」（UNASOG），複雜者則重建一地的統治架構如「聯合國科索沃臨時行

政團」（UNMIK），使維和行動成為衝突解決一項極具彈性的機制，依據著不同衝突

情勢所需，調整其每一次的任務內容，因此，即便聯合國的集體安全成效不彰、大國

意見不合經常阻礙聯合國安理會的運作，甚至曾在波士尼亞、索馬利亞、盧安達等地

無法阻擋人道悲劇的發生，且被迫撤退，聯合國維和行動仍然繼續在世界各地成立來

扮演衝突預防、解決、管理，以及衝突後重建的角色。 
 
有鑒於新的聯合國維和行動持續地成立，甚至冷戰期間成立的十三個行動中至今

仍有五個仍繼續運作著，1可以預期未來維和行動將繼續成為聯合國的一項重要活動。

因此，本文的研究便是欲藉由整理歷年來成立的五十九次行動的執行內容，加以分

類，以清楚聯合國維和行動的實際運作功能。 
 

一、文獻中對維和行動類型的探討 

 
為了分類聯合國維和行動的內容，本文首先檢視了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於聯合國維

和行動的定義和分類。 
 
由於聯合國維和行動自首次出動開始，便沒有任何理論依據和政策計畫作為實行

的藍圖，其完全是一時的產物；再者，即便國際關係研究的一支「和平研究」有關於

維持和平行動的探討，卻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與聯合國的維和行動沒有任何交集，一

直到了後冷戰時期，由於聯合國維和行動大量地成立，引起了學術界的關注，對聯合

國維和行動的研究才開始興起。本文所參考的學術資料，清一色皆是九０年代後出版

的。相較於冷戰期間有關於聯合國維和行動的探討多在個案的歷史陳述上，九０年代

後的研究開始有了比較性、綜合性的討論，一方面乃因此時維和行動可資研究的量達

到一定的程度，一方面維和行動在質方面的增加亦增添了研究的深度，再者有許多研

                                                 
11948 年成立的「聯合國停戰監督組織」（UNTSO）、1949 年成立的「聯合國印巴軍事觀察團」

（UNMOGIP）、1964 年成立的「聯合國賽普勒斯維持和平部隊」（UNFICYP）、1974 年成立的

「聯合國脫離戰鬥觀察部隊」（UNDOF）和 1978 年成立的「聯合國黎巴嫩臨時部隊」（UNIF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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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將焦點放在失敗的案例上，並藉此來檢視維和行動的成功要件，為維和行動的諸多

問題把脈。 
 
維和行動研究近期的成長，亦提供了許多定義、分類維和行動所需的參考架構，

不過明顯地各家的切入角度不同，得出的維和行動定義、維和行動分類方式、各種分

類的定義多所出入，要取得一個趨同的定義著實不太容易。 
 

二、本文對維和行動類型的探討與結果 

 
所幸聯合國前秘書長蓋里在其提交安理會的《和平議程》中為維和行動的分類提

供了一個足資參考的基礎。《和平議程》一方面有源自實務上的經驗，一方面有借鏡

學術界的研究之處。蓋里於《和平議程》中提出維和行動的四大支柱：預防外交、維

持和平、製造和平和衝突後的重建。 
 
再者，不論各界對於維和行動的定義如何，都將之視為是達成和平的一項途徑

（approach）。而關於達成和平的途徑，早在 1960 年代著名的挪威學者蓋爾東便提

出三個途徑：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和重建和平。 
 
蓋爾東和蓋里的研究，成為本文藉以分類維和行動的基本概念，並將聯合國維和

行動的內容分為三大類：「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和「重建和平」，並再加以參

考各家的定義，將這三大類定義如下： 
 
1. 「維持和平」：在衝突前或衝突剛發生初期，防止衝突發生或繼續惡化的行

動，亦即將現存的和平情勢維持住，或維繫住用各種方式達成的暫時和平情勢。實行

的方式包括監視停火/停戰/撤軍/脫離戰鬥協議、駐守緩衝區/安全區/非軍事區、監視警
察的值勤、預防部署部隊。 

 
2. 「製造和平」：在衝突發生後，用以解決當下衝突情勢、促成和平解決方案的

行動，包含使用武力迫使衝突各方接受解決方案，亦即用各種方式達成和平的情勢。

實行的方式包括提供安全維護/使用武力、監視自由公平的民主選舉、監視/協助國家
行政單位的正常化、協助恢復法律與秩序、監視人權/建立保護人權能力、提供人道援

助/清除地雷、解除武裝、復員、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會。 
 
3. 「重建和平」：在衝突即將結束，或衝突結束後，為重新建立已遭衝突破壞的

和平環境所需的行動，包含在衝突地區實行統治權力，亦即為長期的和平建立環境。

實行的方式包括透過選舉成立民主新政府、臨時統治/行政機構、民事行政管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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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現代化軍隊、協助建立民警部隊/司法體系、建立人權保障制度、基礎設施/經濟
重建、資訊/宣傳。 

 
五十九次聯合國維和行動的任務內容，皆可一一加以解析納入這三項分類當中，

於此可以瞭解到，維和行動扮演的角色極其豐富且相當有彈性，甚且一度被排除的武

力使用也越來越多見於近來成立的維和行動中。 
 

三、對維和行動任務內容幾項特徵的觀察 

 
除了將聯合國維和行動的內容用「維持和平」、「製造和平」和「重建和平」加

以分類外，從維和行動這五十六年來在任務內容上的演變，可以觀察到下些特徵： 
 
1.國內衝突取代國際衝突 
冷戰期間的維和行動均是針對國家間的衝突而成立，然而後冷戰時期國內衝突急

速增長，成為影響區域、國際安全的主因，連帶地可見到此後的維和行動多部署以解

決一國國內的衝突情勢居多，這使得維和行動僅執行傳統的監視查核停火協議已不敷

所需，往往需要兼執行「製造和平」的功能以協助各方營造出達成和平的環境。2004
年成立的三個維和行動「聯合國象牙海岸行動」（UNOCI）、「聯合國海地穩定特派

團」（MINUSTAH）和「聯合國蒲隆地行動」（ONUB）便全是針對國內的衝突而

來。 
 

表格 一：1999 年以來成立的十次維和行動針對的衝突性質 

成立年份 名稱 衝突性質 
1999 UNMIK 「聯合國科索沃臨時行政團」 國內 
1999 UNAMSIL 「聯合國獅子山特派團」 國內 
1999 UNTAET 「聯合國東帝汶過渡時期行政機構」 國內 
1999 MONUC 「聯合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組織特派

團」 

國內（有國外勢力介入）

2000 UNMEE 「聯合國衣索匹亞-厄利垂亞特派團」 國際 
2002 UNMISET 「聯合國東帝汶援助團」 國內 
2003 UNMIL 「聯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 國內 
2004 UNOCI 「聯合國象牙海岸行動」 國內 
2004 MINUSTAH 「聯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 國內 
2004 ONUB 「聯合國蒲隆地行動」 國內 

表格製作：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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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面向行動取代單一面向 
諸如「聯合國停戰監督組織」（UNTSO）此類任務單一的維和行動已不再出

現。自 1999 年的「聯合國獅子山特派團」（UNAMSIL）起之後開啟的行動，均包含

多個參與的部門，包括軍事、民警、民事（人權、人道援助、重建、新聞等等），每

個部門的工作份量大小雖然不一，但幾乎成為維和行動的必備部門。參與的部門增多

也連帶影響參與的人數，自 1999 年以來成立的十次任務個個達到千人，甚至有多達

萬人者。 
 

表格 二：1999 年以來成立的十次維和行動的人數 

 
成立年份 名稱 最多人數 

1999 UNMIK 「聯合國科索沃臨時行政團」 57,216 
1999 UNAMSIL 「聯合國獅子山特派團」 17,997 
1999 UNTAET 「聯合國東帝汶過渡時期行政機構」 20,623 
1999 MONUC 「聯合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組織特派團」 11,626 
2000 UNMEE 「聯合國衣索匹亞-厄利垂亞特派團」 4,440 
2002 UNMISET 「聯合國東帝汶援助團」 6,705 
2003 UNMIL 「聯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 16,476 
2004 UNOCI 「聯合國象牙海岸行動」 7,025 
2004 MINUSTAH 「聯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 8,870 
2004 ONUB 「聯合國蒲隆地行動」 6,204 

資料來源：UN Peacekeeping網站，http://www.un.org/Depts/dpko/dpko/ 
表格製作：作者整理 
 
 
3.人道援助成為主要部門 
人道悲劇隨衝突情勢而來，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下，更是聯合國維和行動所不容忽

視的責任。難民、流離失所者、弱勢者包括婦女、兒童、老年人，以及飲水、糧食、

醫療物資的缺乏均是衝突地區亟待國際社會援助的標的。往常維和行動與國際社會的

人道援助活動是分開進行的，然考慮到人道援助是達成衝突解決所需的要件之一，近

來的維和行動多成立人道援助部門直接負責人道援助物資的運送，或在國際機構間，

尤其是聯合國系統下的相關機構之間作協調的工作。 
 
4.《憲章》第七章授權增多2 

                                                 
2 歷來有《憲章》第七章授權的維和行動包括 1991 年成立的「聯合國伊拉克-科威特觀察團」
（UNIKOM）；1992 年成立的「聯合國保護部隊」（UNPROFOR）；1993 年成立的「聯合國第二次

索馬利亞行動」（UNOSOM II）、「聯合國盧安達支援團」（UNAMIR）；1999 年成立的「聯合國獅

子山特派團」（UNAMSIL）；2003「聯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UNMIL）；2004 年成立的「聯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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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戰期間的維和行動多不訴諸武力的使用作為衝突解決的方式，但後冷戰時期開

始，逐漸增多的國內衝突的特性之一便是衝突各造遵守停火協議的意願不高，並經常

違背承諾，甚至發生攻擊聯合國人員、物資的情事，因此傳統上維和人員僅在自衛時

使用輕型武器已不敷所需。在這些考量之下，一方面為顧及聯合國人員、物資的安

全，以及迫使衝突各方接受、執行協議，越來越多維和行動均被授與在《憲章》第七

章之下可使用「必要的手段」，包括武力的使用在內，以執行任務。值得特別注意的

是，新近成立的維和行動如 2003 年成立的「聯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UNMIL）和
2004 年成立的「聯合國象牙海岸行動」（UNOCI），武力的使用亦納入保護平民身

上。 
 
5.納入國際機構的專業能力 
在人道、重建部門的工作方面，聯合國維和行動多與專業的國際組織、機構合

作，藉此增強了維和行動的執行成效，尤其是「聯合國難民高級公署」UNHCR 和
UNDP 分別在人權工作和重建工作著力最多。其他經常與聯合國維和行動合作的國際

組織尚有「世界糧食組織」（World Food Programme，簡稱WFP）、「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聯合國糧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簡稱 FAO）、「聯合國兒童基金會」（UN 
Children’s Fund，簡稱 UNICEF）、「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 

 
6.與區域組織相互合作、交接任務 
除了聯合國之外，區域組織亦實行維和行動，最著名者便是「西非經濟共同體」

（ECOWAS）。1993 年成立的「聯合國賴比瑞亞觀察團」（UNOMIL）便是聯合國

首次與區域組織合作的濫觴。其他聯合國曾一同合作過的區域組織尚包括歐洲聯盟

（EU）、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非洲聯盟（AU，前身是非洲團結組
織）、美洲國家組織（OAS）。區域組織不僅扮演聯合國的夥伴角色，一同執行維和

任務，亦如同前述的國際組織、機構貢獻專業能力，如在「聯合國科索沃臨時行政

團」（UNMIK）的例子中，歐洲聯盟便提供了經濟重建方面的援助，而歐洲安全暨合

作組織提供了建立人權保護能力上的專業知識。 
 

四、未來維和行動任務內容的發展趨勢 

 
根據對當前尚在執行中的維和行動的觀察，可探知未來維和行動除繼續其彈性依

照不同衝突情勢調整任務內容之外，有幾項值得注意的趨勢： 

                                                                                                                                                       
象牙海岸行動」（UNOCI）、「聯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MINUSTAH）、「聯合國蒲隆地行動」

（ON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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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權、人道、重建部門借助國際組織、機構的專業能力 
人權、人道、重建的工作是極具專業化的任務，在聯合國系統下有許多組織、機

構已經具備相當專業的能力，甚至是非政府組織、機構皆然。因此，未來維和行動在

這三個部門的工作上將與國際專業組織機構實行合作與分工。 
 
2.公關新聞部門擔負宣傳、維護形象重任 
維和行動部署的衝突地區多是人民識字率偏低、媒體不發達的地區，這使得當地

的人民往往不知聯合國所來為何，當地的人民甚至被當地的民兵、反叛團體誤導，破

壞維和行動的形象，使得任務的執行多所困難。因此，未來維和行動將成立公關新聞

部門以承擔宣傳維和行動的任務、宣傳和平協議的執行進度以及為維和行動營造良好

形象以益於維和行動的任務之執行。 
 
3.解除武裝、復員、遣返、重新安置和重返社會（DDRRR）成為獨立的方案 
往常交戰各方軍事部隊的解除武裝、解散軍隊的執行通常包含在終止敵對的協議

中，但近來解除武裝、解散軍隊常另外以計畫方案執行之，包含的項目有解除武裝

（ disarmament）、復員（ demobilization）、遣返（ repatriation）、重新安置
（resettlement）和重返社會（reintegration）等等並以縮寫 DDRRR 稱之，因此監視
終止敵對協議的執行與執行 DDRRR方案分離執行將是未來的運作趨勢。 

 
4.成為《憲章》第七章的行動之一 
新近成立的四個維和行動「聯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UNMIL）、「聯合國象牙

海岸行動」（UNOCI）、「聯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MINUSTAH）、和「聯合國蒲

隆地行動」（ONUB），均是安理會援引《憲章》第七章成立，因此針對維和行動的

所有任務之執行，均可以武力促成，但授權決議也明訂是用以保護聯合國人員、物資

以及平民的安全為主。誠然武力的使用並非是有效的方式，甚至遭來反效果如「聯合

國第二次索馬利亞行動」（UNOSOM II）便是一個極端失敗的例子。然從新近四個行

動成立的授權基礎以《憲章》第七章為依歸的發展趨勢來看，以往維和行動的地位妾

身未明，多稱以「第六章半」的行動，未來維和行動有可能成為《憲章》第七章中行

諸文字外的強制執行行動之一，這並非意味著維和行動成為一項武力執行行動，而是

賦予維和行動執行上的一項安全保證，亦即在維和行動一經開啟便可以擁有武力保護

本身人員、物資的安全，如同前述四個新成立行動的授權決議中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