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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國家利益的判斷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國家利益是客觀的，它以有形或無形

的方式表現在各個方面，如主權、領土完整、經濟福祉等，因此，判斷國家利益

具有客觀標準；但是，判斷國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種主觀臆測成分，在涉及

國家安全的威脅、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價值觀念、文化交流等方面，往往又同主

觀臆測有關。199 
雖然國際利益的判斷存在著主觀性，但是本文則儘量由客觀的數據，說明中

共大國外交的國家利益內涵。在本章結論部分，筆者將國家利益各個面向整理為

表 6-1，在該表第一列中，將國家利益分為：1經濟議題；2安全議題；3外交議
題，而各個議題又引申出各種不同國家利益。 
由國家利益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利益為中國當前的重要利益200。筆者認

為，中共必須經由發展經濟以強化本身政權正當性，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

的工業和現代化過程，將帶來 1.失業率問題；2.城鄉及東西區域差距問題；3.石
油短缺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大國對中共的經貿關係顯然扮演重要角色，

投資能帶來工作機會、轉變人民就業結構，提升東部及沿海人民的生活品質；另

一方面，中共因為與外國的商業往來發展，國家商業性稅收增加而水漲船高，這

使得中共有更多的資源，投注在改善西部與鄉村地區的人民生活。在最後的石油

問題上，由於工商業的發展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中共對於石油的需求也快速增

加，與大國保持良好關係，對於中共向外尋求石油的滿足上有相當助益。 
在安全議題上，中共在後冷戰時期奉行「新安全觀」，將安全問題與經濟相

連結，在這種思維下，中共試圖強化對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帶的安全，並由三方面

著手：1.釐清陸疆安全；2.維持海疆安全；3.維持核威嚇力量。把傳統武力可能
使用的主要對象，由陸疆的蘇聯等相鄰國家，轉而集中到海上疆域的日、美等國；

另外，由於傳統武力的素質上，中共並不如日、美等國家，因此必須以核子力量

彌補這一差距。由中共在後冷戰時期，努力與俄國和中亞國家劃清疆界、減少邊

境駐軍，加強海空軍的現代化、反對建立飛彈防禦系統等等行動，都可以看出中

共的戰略意圖符合上述所提的三個面向。 
在外交議題方面，中共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格局將走向多極化，因此在往

多極化的過渡時期，外交作為的目的是尋求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筆者認為，以

國家利益角度觀察，對中共最有利的外交格局為：1俄國成為其「最低限度合作
大國」，2不過份捲入歐洲議題，3與美國異中求同，4把日本視為最重要的大國。
以「後冷戰時期」中共與各大國交往的情況看來，前面兩點所提及的中俄、中歐

關係堪稱良好，但中美、中日關係看來並不完善，尤其是中日關係，筆者認為日

本不論對中共的經濟利益或安全利益，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可是兩國關係

卻為中共與各大國關係中表現較差的，這並不符合中共的國家利益。 

                                                 
199 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上海：上海人民，2000，頁 57。 
200 閻學通，<國家利益的判斷>，《戰略與管理》，1996，期 3，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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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大國外交的利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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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由橫向面來看表 6-1，如果由縱向面來看，將三個議題〈經濟議題、
安全議題、外交議題〉整合來看，可以得到更為全面的認識。 
筆者將表 6-1整理出三條縱線來分析，在第Ⅰ縱線中，中共的安全利益、外

交利益都以經濟利益作為前提，在安全利益上，中共提出的新安全觀中，經濟面

向為主要考量；在外交利益上，也以追求國際的穩定環境為主，這些作為方針，

都是為了能夠創造有利經濟發展的條件。因此說中共國家利益位階上，最高層級

是經濟利益並不為過。 
第Ⅱ縱線上，和中共陸疆安全有關的大國，主要是俄國及歐洲，俄國為中共

的鄰國，因此與俄國的關係，成為中共陸疆安全上重要的部分。在外交表現上，

中共與俄國的關係，為中共和大國中關係最良好的；另一方面，歐洲雖然和中共

並不相鄰，但是歐洲與俄國間卻存在著北約東擴的重要安全議題，因此中共對於

與歐洲間的外交互動，必須謹慎的處理，以免刺激到俄國。最後，俄國與歐洲在

中共陸疆安全上如果能完善處理，將提供中共西部地區與鄉村地區一個安定的環

境，更有利於經貿投資進入、創造就業機會，並減少失業率。 
而第Ⅲ縱線，則著重在中共與美國、日本的關係上，在傳統武力不及美、日

兩國的情況下，中共牽制兩國對海疆安全影響的力量，來自於核子威嚇。當然，

這是最壞的情況，在外交議題上，中共雖與美、日兩國有極大的分歧〈與美國有

台灣、貿易、人權等問題；與日本有歷史、主權問題〉，但是中共必須儘量把衝

突的層次降低，避免衝突白熱化。當然，中共之所以這樣隱忍，有絕大部分的原

因亦可以歸因於經濟因素，美、日兩國對中共的貿易及投資額為大國中最高的，

且兩國對於中共的海上石油運輸線安全也有重大影響，這些都是中共在處理與

美、日關係中，必須考慮之處。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表 6-1模式是否還能解釋中共的「大國外交」政策，是

筆者所關心的問題。 
2001年所發生的 911事件，是二十一世紀首年最值得重視的關鍵。911事件

前，中國地緣戰略環境的基本態勢基本上是東急西緩，但在 911事件後，尤其是
經過阿富汗戰爭，中國周邊地緣戰略環境明顯變化，不確定性增大。北方的俄羅

斯，通過反恐和阿富汗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與美、歐的關係，西傾姿態加

強。按照地緣政治學的一般邏輯，這有可能導致俄降低對中俄協作夥伴關係的期

望值，弱化中俄關係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東北亞，日本則以反恐為名，接連通

過幾個有違和平憲法的新法案，朝鮮半島則因為布希政府突然中斷美朝會談，導

致半島情勢不穩；在東南亞，美國則有意藉反恐加大對中亞的戰略涉入，美軍進

駐烏、吉、塔各國和阿富汗，將使中亞各國「西靠」，可能導致上海合作組織的

凝聚力下降。201 
在美俄關係上，2002 年 5 月，美俄在莫斯科舉行高峰會議，簽署 7 項「新

                                                 
201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2001/2002年》，北京：時事，2002，
頁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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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關係宣言」，將雙方關係從 2001年 11月之「新關係」，發展成為「新戰略關
係」。所謂新戰略關係，係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市場法則和法律至上原則，美

俄互不視為敵對者或威脅來源，而將層次拉高到「夥伴關係」。202 
在兩國間最敏感的反飛彈防衛問題上，美俄雙方承認如今安全領域的情況不

同於「冷戰」時期，雙方同意實現一連串措施，解釋在反飛彈防衛方面鞏固信任

和擴大透明度，包括交換關於反飛彈計畫資訊、試驗資訊，相互觀察反飛彈試射

和觀察反飛彈體系。雙方協議研究在反飛彈防衛領域合作的可能性，包括擴大聯

合反飛彈防衛演習、研究共同研發反飛彈防衛技術的可能性。203 
因此在 911事件發生後，中共大國外交的佈局似乎有被被打亂的情況，原本

作為親密的中俄關係，可能因為美俄兩國的交好而受到影響，中亞邊境的外交及

安全利益，也因為美國勢力的強力進入中亞而開始不穩；在東部邊境上，日本通

過反恐三法案，使日本的軍事自由度增加，最後，東南亞國家全力支持美國反恐，

也使得中共海疆鄰近國家似乎有向美更為靠攏的狀態。 
這種東、西境國家都向美國靠攏的情況，對於中共來說，是一種外交空間的

壓縮，如果這種態勢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中共的大國外交將無法有效發

揮，並成為一種被美國牽制〈甚或主導〉的情形。 
 
但是另一方面來看，中共的外交在 911事件後，也獲得一些有利的進展，例

如美中關係呈現改善的局面便是一例。 
911事件使得美國的頭號敵人及主要的安全威脅由潛在的競爭對手轉為恐怖

主義和組織，布希政府對中國的顧慮暫時被壓抑，另一方面，基於反恐戰爭的需

要，中國的戰略地位獲得美方的重視，包括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

位，與巴基斯坦及中亞國家的外交關係，以及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的解

決。經由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使得中美關係逐步改善。204 
例如 2002年 10月 23日，江澤民抵美訪問，並於 25日到小布希位於德州的

農場作客，這是雙方領導人第三次的雙邊會談。小布希邀請江澤民到自己的農場

作客就是中美關係良好的顯示，過去僅有普丁等少數外國領袖有過這樣的待遇。

小布希在高峰會的記者會中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與該年 2月在北京記者
會中迴避一中的態度，顯然有差異。205 
而在與美國以外的其他大國交往上，中共外交似乎如表 6-1中所言，基本上

仍維持著與俄、歐和好，暗中對抗美「帝國主義」的態勢。 
例如 2002年 9月，美國欲發動第二次波灣戰爭，當布希總統在徵詢反恐聯

盟國家領導人的意見時，僅有英國首相布萊爾表示對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支持。法

                                                 
202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及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與評估》民國 92年版，台北：政治
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39-40。 
203 同上，頁 41-42。 
204 王高成，<九一一事件後的美中台三角關係>，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編，《亞太情勢發展學術
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2002，頁 3。 
205 同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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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席哈克則認為必須特過聯合國機制，這個軍事活動才有正當性。德國總理

施若德則是堅決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用兵；俄羅斯及中共也採取反對的態度。206一

直到 2003年 3月中旬，美國不顧其他大國的反應，揮兵進入伊拉克前，各大國
的立場並未有太大改變。 

 
由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情勢變化來看，中共大國外交佈局的發展是否能維

持如表 6-1的格局，有許多重要的變數存在。如表 6-2所示，在穩定的變數上，
中美關係在 911事件的和好，及 2003年的波灣戰事上中俄、中歐立場的一致，
對現今中共大國外交的佈局局有良好的影響；但同時在不穩定的變數上，美國勢

力進入中亞、日本軍事活動自由度增加，這些中共現今穩定西疆、注意東疆的「大

國外交」政策有不良的影響。 

表 6-2 影響中共國外交格局的變數 

穩定的變數 不穩定的變數 
1. 911事件後中美關係和好，美國在
台灣問題上立場向中共傾靠 

2. 第二次波灣戰爭議題上，中共與
俄、歐的立場相符 

1. 美國勢力強力進入中亞，對中共西
部疆界造成壓力 

2. 日本的軍事自由度增加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現今要預測穩定與不穩定的變數，對中共未來外交政策的影響，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穩定的因素自然可以讓中共現在大國外交朝著有利的方向前進，但不

穩定的變數也未嘗就不利於中共外交，例如美國會不會因為注意裡轉移到中亞，

而在未來開始對中共採取友好容忍的態度？日本會不會因為軍事自由度上升，對

美國軍事保護的倚賴需求降低，因而漸漸產生安全感，不再懼怕與中共交往，反

而使中日關係突破現今的僵局？這些問題都有待未來繼續觀察。 

                                                 
206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及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與評估》民國 92年各版，台北：政
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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