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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在國際政治的版圖中，過去東南亞地區一直是屬於配角的地位，一方面是由

於東南亞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多有殖民歷史，在獨立後國家基礎仍不穩

固，對於殖民母國仍多有所依賴。直到後冷戰時期，亞太的政經情勢呈現的是一

片榮景，意識型態已不再是國際關係的決定因素，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區域性經濟

和安全上的利益，各國政治自主的能力增強，經濟也快速成長。而在東南亞地區，

隨著美、俄勢力分別從菲律賓、越南撤軍，結束了長久的對峙，造成區域內出現

了「權力真空」(power vacuum)狀態 ，因而引起近鄰的中共、日本、印度等強國，

意欲填補真空，成為該地區新的強權。 
東協(ASEAN)自 1967 年成立以來，即有其獨特的安全觀。根據東協曼谷宣

言，東協成立的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區域安全與穩定」，並透過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與科技等各個層面的合作，達成未來形成共同體意識，而非透過組成軍

事聯盟、以武力來解決彼此爭端。不過，根據 1971 年吉隆坡宣言所提出的「和

平、自由和中立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以及「東南
亞非核區」(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SEANWFZ)，證明東協的
主要目的乃在促進東南亞地區的安全。11976 年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明定簽約國應尊重其他國家領土的完整與政治

的獨立、不干涉他國內政，以及禁止使用武力來解決國際爭端等，並試圖將規範

的範圍擴大到東南亞地區其他國家。 
由東協十國所形成的「東協主義」，在全球經濟快速融合和挾雜在美、中兩

大強權競爭之下的不安全感，使得東協國家在國際政經局勢的壓力上形成一股更

團結的力量，發展出在兩大強權之間又抗拒又結合的「東協方式」，2由於對強權

的戒心，並利用東協相關組織增強內部凝聚力和決策的自主性，以及想取得建構

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的主導權，則透過集體議價，以牽制區域強權國家間權力的互

動，而對亞太秩序的安排產生一定影響力，例如，經濟層面有「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東亞經濟核心論壇」(EAEC) 及「東協自由貿易區」(AFTA) ，
安全層面有第一軌道(First Track)的東協區域論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第二軌道(Second Track)的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 及促進亞歐兩大洲經濟與安全發展的亞

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部份東南亞國家的國家角色與目標，因而
得以更明顯的形式，在這些議程的活動中展現出來。3 

                                                 
1《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POLITICAL 
COOPERATION〉，http://www.aseansec.org/64.htm 
2翁明賢，〈國際時事評析〉，《全球安全與戰略講座》，（2002 年 12月 17日）。 
3林文程，〈東協區域論壇與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建構〉，《戰略與國際研究》，1卷 3期（1999 年

7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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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911事件」及「巴里島爆炸案」後，美國超強地位進一步向前推展，

視東南亞為其全球反恐的第二戰場，要讓美國在東亞的十萬駐軍發揮影響力，必

須有效掌握東南亞地區，因此，美國近期在東南亞地區積極建立或尋找軍事基

地，4並與東協主要國家已建構不同形式與程度的軍情合作關係，5美國勢力再度

深入東南亞地區。 
2001 年 11月東協高峰會議，東協與中共達成於 10 年內籌設雙邊自由貿易

區之協議，「東協－中共自由貿易區」如果這項計畫付諸實現，將成為涵蓋 20
億人口，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易區，其影響極為深遠。6 

2003 年 10月 7日，東協巴里島高峰會將「東協安全共同體」、「東協經濟共

同體」與「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作為在 2020 年前建立一個安全社區以改進區

域安全合作「東南亞共同體」的三大支柱。同時中共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承諾以對話解決分歧；還簽署「中共-東協戰略夥伴關係聯合宣言」，雙方宣佈建

立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略夥伴關係，7以及加強東北亞諸國(東協加三)軍經角色之
強化，使東協在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方面又向前邁的一大步。隨著東協強人馬來西

亞總理馬哈地結束 23 年執政生涯，使東南亞長期籠罩強人政治色彩暫時畫下句

點，並有利東南亞國家邁向更民主道路發展。 
東南亞國家(尤其東協)經過上述內部不斷的調整與向上發展，2002 年 1月 1

日，東協自由貿易區(AFTA)已正式啟動，開始了東協內部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經過 30多年的發展，是否能在 2020 年前完成安全、經濟及社會文化的「東南亞

共同體」歷史使命?強權持續的介入，是否會影響東協長期以來在亞太多邊安全

合作機制議事主導權?並嚴重衝擊在東南亞地區之權力平衡生態?凡此，均引起我
的論文研究動機。 

 
 
 
 
 
 
 
 

                                                 
4例如新加坡的樟宜(Changi)海軍基地，便為美國航空母艦提供極佳停泊地點，而美國海軍已積極

和馬來西亞、菲律賓、汶萊、印尼與泰國等進行軍事合作，美國軍艦進入到上述國家的基地和港

口進行維修、補給；據說也想要在俄羅斯租約到期後承租越南的金蘭灣基地，進而逐步完善美國

海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參考黃奎博，《美國與亞太關係：反恐優先、穩定第一》（台北：遠

景基金會政策研究，2003 年 1月），頁 95。 
5黃奎博，《美國與亞太關係：反恐優先、穩定第一》（台北：遠景基金會政策研究，2003 年 1月），
頁 95。 
6 《工商時報》，2001 年 11月 5日社論版。 
7 《聯合報》，2003 年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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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東協自從 1967 年成立以來，在安全領域的多邊主義探索主要表現在兩個層

面：一是在東協內部成員國之間積極推進多邊主義，使成員國之間擺脫安全困

境，塑造地區內的安全環境；二是以東協區域論壇為核心和載台，開展與外部大

國之間的多邊安全對話，緩解東協與各大國之間以及東亞其他國家之間的安全困

境，營建超越東南亞的更大範圍的地區安全環境。8 
雖然歷經 1997 年金融危機及各地肇生的恐怖事件，東協經過 36 年

(1967-2003)運作，2003 年巴里島第二部和諧宣言公佈三個共同體未來展望，一

個是經濟共同體，要建立單一市場，增加競爭力和凝聚力；另外安全共同體，共

同安全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問題；第三個社會文化共同體，經由人類

之間的文化交流及社會交往，達成民族大融合。並將朝歐洲整合的模式邁進，逐

漸實現經濟、安全與社會文化整體化的境界。此項願景是否能夠實現?其執行情

形又如何?凡此均值得加以探討。 
故本論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探討東協具備成為亞太政治大國的必要條件，善

用集體安全合作機制，提高身價，主導議事，及積極從事經濟與安全區域整合，

目前為何沒有達到維持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目的。 
 
 
 
 
 
 
 
 
 
 
 
 
 
 
 
 
 
 
 
 

                                                 
8王公龍，〈多邊主義與東亞的安全困境〉，《當代亞太：中共社科院》，94期（2002 年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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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途徑及方法 
壹、研究途徑 
本論文採取歷史結構研究途徑，透過時間演進之縱向分析，分析從東協成立

至「911事件」後國際新秩序重建及 2003 年 10月第 9屆東協巴里島高峰會召開

後，東南亞國家(尤其東協)和東亞強權間之安全互動因素之呈現與變化，來闡述

強權為追求國家利益而建構與東協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從中體現出東南亞區域

安全之轉變。 
 
貳、研究方法 
以文獻分析法作為本論文的研究方法，並藉官方文件、論文期刊、學者研究

專著等探討東南亞區域安全，主要目的是找出東南亞國家如何從東協成立之初，

經由集體努力加速促進區域間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合作與發展，理出東協初以經

濟方式為手段，且採共識決為整體行動的原則，排除地區強權干預，最終成功地

主導區域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運作，並朝向實現東南亞「經濟、安全及社會文化一

體化」的合作組織，為區域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達到解釋與推測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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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時間：東南亞國家於 1967 年成立東協開始，迄 2003 年 12月 11日由日

本主辦在東京召開的東協領袖特別高峰會為止。 
二、範圍：東南亞由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

寮國、緬甸、柬埔寨及東帝汶(2002獨立)等 11個國家所組成；由於東南亞區域
安全維護主要由東協來主導，東協創始會員國包含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

加坡、泰國及汶萊等六個國家，越南(1995 年 7月 28日入會)，寮國與緬甸(1997
年 7月 23日入會)，柬埔寨(1999 年 4月入會)，目前會員國為十個，東帝汶於 2002
年剛獨立東協暫無接納入會申請計畫，所以短期無法成為東協會員國或對話夥

伴。本人此篇論文題目雖為「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研究」，為方便研究起見以東協

組成國家為主，東帝汶不列入重點範圍探討。 
 
貳、研究限制 
一、作者非東南亞國家國民，來探討東南亞區域安全研究之相關議題原就有

諸多先天不足，加以本身尚未能學習任何東南亞國家語文(如馬來文) ，而僅能
從中文、英文及網路資料據以研究，亦有部份的限制，未親臨現地，對其地理環

境終究隔一層迷障。 
二、雖然我國在 1994 年政府才揭櫫南向政策9，但是東南亞一直是我們的鄰

邦及政經投入發展重點地區之一，早期的東南亞研究都以政經發展為主，地區安

全甚少著墨：例如吳俊才「東南亞史(1976)」、李偉成「東南亞國家政治體系論

(1991)」、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1992)」、田中青「站在新的起
跑線上的東南亞(1993)」、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1996)」；直到 1994 年東

協區域論壇(ARF)成立後，國內在此區域安全方面之研究才開始熱絡起來，許多

新的研究機構及計畫尚屬草創階段，故蒐集各國知名智庫學者發表期刊、論文及

專書亦明顯不足。所以要有系統對東南亞區域安全做研究，此為本論文的另一研

究限制。 
 
 
 
 
 

 
 

                                                 
9經濟部於民國 82 年 8月即宣佈政府將積極推動「南進政策」，至 83 年 1月 1日正式成為「南向
政策」，大力輔導廠商對東南亞進行投資。而「南向政策」字眼正式為朝野公認及使用，應始於

83 年 1月行政院前連戰院長於國民黨會議中提出之行政報告。此部份可參考經建會，我國當前

南向政策之檢討(向立法院經濟、外交、僑政委員會報告，民 83 年 1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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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 
東南亞國家是戰後新興的中小型國家，大敵當前如何成功運用維繫自身安全

又能向上求發展的雙重策略，甚至在強權環伺中能適時主導區域安全合作議題，

從以下分析及文獻探討必能窺視其中奧妙之處。 
冷戰時期亞太地區出現了以意識形態為決定集團利益的兩個對抗集團，一是

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其東南亞成員包括菲律賓、泰國、南越；二是以蘇聯為首的

集團，其成員包括北越、柬埔寨、寮國。這兩個集團之間是處於戰略對抗的緊張

關係中，彼此有各自參加的國際組織，而且在聯合國大會中形成兩個壁壘分明的

投票集團。10 
美國為建立「包圍」戰略，分別與東南亞國家簽訂雙邊和多邊條約先後計有：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1951) ，美、澳、紐、法、巴、菲、泰、英、南越、寮國和

柬埔寨成立「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1954-1978))，
11美國與馬來西亞簽訂雙邊訓練和合作協議(1984) 。 

此外，東南亞地區也有其他的雙邊條約，例如英馬防衛協定(1957-1971)，英
汶防衛安排協定(1984)。 
東南亞國家似乎擔心捲入衝突和戰爭，因此在 1960 年代初即倡議籌組非軍

事性的區域性組織，例如馬、菲、泰籌組的「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61))，馬、菲、印組織(Maphilindo (1963))，印、馬、菲、新、泰成立「東

南亞國家協會(ASEAN (1967))，都是屬於經濟和文化性的組織。 
為保護新加坡和馬來西亞的安全，英國、紐西蘭和澳洲五國簽訂「五國聯防

安排」協定(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 (1971))，成為西南太平洋地區第二
個軍事安全組織。 
在進入後冷戰時期，英國與菲律賓、澳洲與印尼、印尼與菲律賓分別建立了

雙邊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而使區域安全合作關係更進一步往前邁進。 
東協成立之初為使六個成員國形成一安全共同體，採取的策略是先在較不敏

感的領域進行合作，再擴大到政治與安全層面的合作。而東協之所以被譽為最成

功的區域安全組織之一，在於東協各國能運用各種策略，列如 1971 年吉隆坡宣

言所提出的「和平、自由、中立區」以及「東南亞非核區」證明東協的主要目的

乃在促進東南亞地區的安全；1976 年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明定簽約國應

尊重其他國家領土的完整與政治的獨立、不干涉他國內政，以及禁止使用武力來

                                                 
10陳鴻瑜，〈後冷戰時期東南亞之區域安全〉，《戰略與國際研究》，1卷 1期（1999 年 1月），頁
16-58。 
11美國在冷戰時期對亞太之安全部署，是以雙邊架構為主。但美國並不認為此一方式足以對抗共

黨的勢力，美國國務卿杜勒斯（John Foster Dulles）主張仿效「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ETO)的作
法，在東南亞成立類似的反共組織，乃於 1954 年 9月 8日成立東南亞公約組織，有美國、法國、

英國、澳洲、紐西蘭、巴基斯坦、菲律賓、泰國等國在馬尼拉簽訂「馬尼拉條約」，後來又有南

越、寮國、柬埔寨加入。此一組織是軍事性的，成員國之間負有相互攻防的責任和義務，而主要

的假想敵人就是中共、蘇聯等共黨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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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國際爭端等，暫時擱置彼此爭端以建立穩定的區域環境，同時促進內部團結

以共同面對外在環境的衝擊。 
近年來國內經常定期或不定期舉辦有關「東南亞區域安全研究」之學術研討

會，例如遠景基金會每季固定舉辦「東南亞安全情勢及對我國的影響座談會」，

與會人員都是國內外著名研究東南亞地區專家學者：如顧長永、陳欣之、黃奎博、

陳鴻瑜、張亞中、宋鎮照、李美賢、金榮勇、顏建發、謝福進、劉復國、陳佩修…
等，都能針對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文化變動及與周邊強權互動對

我之影響，均有深入精闢之論述，凡此，都能精進我對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研究問

題的瞭解。 
概括而言，東南亞區域安全研究議題，可分為政經情勢變遷、國際關係理論

分析、東南亞安全觀、東協與東協區域論壇組織功能與發展等四方面來探討。 
 
壹、東南亞政經情勢變遷 
學者顧長永及陳鴻瑜浸潤此問題甚久，近來著作有： 
一、顧長永 

(一)專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2000)」、「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
(2000)」、「台商在東南亞： 台灣移民海外的第三波(2001)」、「印尼：政治經濟與
社會(2002)」、「新世紀的東南亞：政治經濟與社會(2002與蕭新煌合編)」。 

(二)期刊：「論馬來西亞新經濟政策之種族關係(東南亞季刊)」、「論後冷

戰時期亞太政經秩序的變遷(理論與政策)」、「經濟發展、民主化與族群政治：馬
來西亞的個案(問題與研究)」。 

二、陳鴻瑜 
(一)專書：「菲律賓的政治發展(1980)」、「東南亞各國政治與外交政策

(1992)」、「東南亞國家政治風險評估(1998)」、「東南亞政治論衡(一)(二) (2001)」。 
(二)期刊：「東協自由貿易區計畫對東協國家之影響(國家政策雙週

刊)」、「我國與東協國家之政治關係(亞洲與世界月刊)」、「東南亞經貿開拓已具成

效(亞洲與世界月刊)」。 
以上兩位學者著作，均對東南亞過去政經情勢發展描述詳實，共同認為東南

亞各有不同的種族、地理環境及文化背景，帶給東協朝向政經一體化發展，產生

莫大阻力。 
 
貳、國際關係理論分析 
依傳統研究東協發展的國際關條理論而言，東協在諸多客觀的環境與條件皆

難以配合的情況下應該早就不復存在，但東協在整體的發展上，卻越來越壯大。

就以傳統國際關條理論中的主流論述─現實主義(realism)來看，現實主義強調國
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行為者，在國際無政府狀態下，其國家追求利益最大化的結

果就是戰爭，而權力平衡則是阻止戰爭發生的重要機制；依現實主義的觀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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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成立之初，正面對共產勢力赤化的威脅，應該要組成軍事同盟或引進國際強

權來維持區域的權力平衡。然而，東協在面對共產勢力威脅不但從來沒有採取軍

事同盟的作法，而且，在美國於 1969 年提出的「關島主義」越戰越南化後，東

協反而以提升東協的自主(主體)性的策略，來回應美國撤離越戰後的東南亞局

勢，而非引進另一股勢力來平衡越戰後，可能竄起的共產(蘇聯或中共)勢力。換

言之，就現實主義而言，東協將不會也不應該存在於國際社會中。12 
持續存在且發展的東協，表明過去研究東協的重要論述現實主義有明顯的缺

陷，特別是無法解釋國際上弱勢國家所建構的組織，在缺乏強國支持及無強制性

機制約束的情況下，仍能發揮一定的自主性，來處理區域事務以維護主體的利益。 
東協成立至今卻一直是鬆散的論壇性機構，從其不具強制性的「共識決」決

議方式，及互不干涉他國內政的處事原則，但是，東協卻能持續發展及擴增區域

的角色，其最重要原因就是引用新自由主義(Neo-realism)的「互賴理論」，避開

傳統軍事安全議題，而以較軟性經濟互賴來從事區域整合及謀取國家利益。 
學者包爾文(David A. Baldwin)在「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與世界政治」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一文中，認為：「新自由主義強
調的是所有國家都可以從國際合作中獲得絕對利益，亦即參與合作者自身仍可獲

益。在無政府狀態的國際社會中引導國家建立國際建制後，才真正符合各國的自

我利益，且認為經濟議題比軍事安全議題更容易進行國際合作，完全符合東協成

立壯大原則」。 
克歐罕(Robert Keohane)與奈伊(Joseph Nye)在 1977 年出版「權力與互賴」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中提到三種現象，可以說是對東協成立 36 年，

預定在 2020 年前建立一個「東南亞共同體」安全社區，以改進區域安全合作目

標，提出有利理論基礎。第一、軍事安全問題的重要性降低，而非安全議題之重

要性相對提高。第二、多重管道聯繫不同社會，國家不再是國際社會的唯一主體。

第三、國家權力因相互依存加深，不再呈整體性與不可分割性，且絕對利益

(Absolute Gains)才是國家考慮的重點。因此，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國際合作成功的
機率很高。因為，非國家行為者(Non-State Actors ,例如大型跨國企業、國際組織
等等)的影響有時會凌駕主權國家之上。國際社會出現合作關係透過合作也出現

相互依賴的現象。同時，也可以透過合作，擴大國家的權力與利益，創造出雙嬴

或是多贏的結果。13「互賴主權」的概念已經逐漸取代「主權獨立」而成為國際

關係間的一種互動原則。14 
 
 
 

                                                 
12劉駿成，〈從建構主義看東南亞國家協會集體認同的建構與變遷〉(國立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碩士論文，2002 年 7月)，頁 3。 
13顧長永，《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台北：風雲論壇，2000 年 7月），頁 25。 
14翁明賢，〈國際時事評析〉，《全球安全與戰略講座》，（2002 年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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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東南亞安全觀 
東協組織成立以來，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區域安全與穩定」。15冷戰時期，

安全概念偏重在軍事面相的研究與思考，其他影響國家安全的非軍事性因素，則

受到決策者與學術界相當程度的輕忽。冷戰期間，安全是基於兩個假定之上，首

先，國家安全的大多數威脅是來自於國境之外；其次，這些威脅主要是軍事內涵

的，面臨此種威脅的國家，也採取軍事的回應。對於安全的定義，各家眾說紛紜，

但是大都逃脫不出軍事及戰爭的思路。李普曼(Walter Lipmann)認為：「一國是否
安全，賴於免除犧牲核心價值(core values)的危險，其意圖在避免戰爭，以及在
受到戰爭的挑戰時，能夠戰勝以維持這些價值」。16伍夫(Arnold Wolfers)認為：「所
謂的安全，客觀上是免於威脅以取得價值的方法；主觀上是在這些價值被攻擊時

能免於恐懼」。17 
冷戰時期，學者赫茲(John Herz)提出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觀念，至

今仍是安全研究的一個重要思考方向。安全困境觀念揭示，在一個國家以自助方

式作為追求安全需求的結構下，各造都將己方所採取的行為視為防衛措施，而將

對方的措施視為潛在的威脅，因而導致各國在追求安全的情況之下，反而提高了

彼此的不安全。吾人可發覺，安全困境觀念，正確地描述了採取競爭性安全途徑

以維持國家安全的情況。 
自 1980 年代開始，學術界巳經逐漸質疑，偏重軍事戰略層面的安全概念，

未能有效解釋非軍事因素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在實務方面，偏重軍事戰略層面的

安全概念，亦無法滿足非軍事因素對國家安全的挑戰。因此，乃興起探討重新界

定「安全」概念的思潮，而此一趨勢在冷戰之後更為凸顯。18 
新自由主義的論點，在沒有放棄國家間以利益作為安全考量的前提下，對國

際關係中的合作現象，提供了補充性的看法。尤其是面對國際全球化與互賴增長

的現象，新自由主義凸顯了安全制度(Security Institution)在建立國家間和平規

範，提高國家互信及採取和平手段解決紛爭等問題的重要性。在安全關係中，由

於國家未能獲知其他國家的意圖及可能採取的選擇，所以在決定安全策略時，受

困於資訊不足所帶來的不確定，因而政府會有極大的意願致力於取得資訊，而達

成上述目標的最好方法，就是建立提供資訊的制度。制度能夠提供國家得到更多

有關利益、偏好及其他國家意圖的資訊。19安全制度的功效在於，提供不同政策

選項的成本效益，進而影響政策的選項，改變國家手中擁有的權力資源之強度，

                                                 
15 Carolina G.Hernandz,“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1990,s, ”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South-East Asia, New World Hotel, Manila, 
Philippines.1995, 1-4. 
16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理論變遷與挑戰〉，《遠景季刊》，4卷 3期(2003 年 7月)，頁 1-39。 
17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No.67,
（1952）:485. 
18劉復國，〈綜合性安全與國家安全亞太安全概念適用性之檢討〉，《問題與研究》，38卷 2期 (1999
年 2月)，頁 21-36。 
19 Helga Haftendorn ed.,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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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影響主宰制度運作的規範。20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可以透過建立安全制度，

使合作成為一種持續性的行為。認為透過國際制度的作用，也可以獲致國家的安

全。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安全論點，符合冷戰後東協的要求，於是 1987 年 12

月中旬東協在馬尼拉召開第二屆高峰會議時，提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議定書」

等的文件內容觀之，21顯示東協維護國家安全與穩定區域情勢的概念與途徑，乃

是強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性與整體性之安全，重視安全的多面相性，

並將內部與外在穩定聯繫在一起。此一維護國家安全與穩定東南亞區域情勢的安

全概念與途徑恰是反映「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以及印尼所倡議
的「國家活力與區域活力」(National Resilience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概念，也

正式代表東南亞國家所追求安全觀。22 
學者陳欣之在專書「東南亞安全(1999)」及 2003 年 7月發表之期刊「國際

安全研究之理論變遷與挑戰(戰略與國際研究)」有專門之研究，筆者深以為然。 
 
肆、東協與東協區域論壇組織功能與發展 
在前面已將東協成立過程、宗旨及追求目標，均大慨描述；學者陳鴻瑜在

1997 年 3月著有「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專書，內容涵蓋東協成立、擴大、

組織功能、成效及未來可能之發展，非常詳實完備，深具參考價值。 
另學者楊永明「東協區域論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 (政治科學

論叢)」、林文程「東協區域論壇與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建構 (戰略與國際研究)」、
王順文「東協區域論壇的再檢視─安全社群?權力政治? (國政研究報告)」等期
刊，以上數位專家學者，對東協區域論壇 (ARF)形成與發展、組織架構及各屆
會議召開重點摘錄，都能交代清楚；唯王順文針對東協區域論壇是不是安全社群?
或權力政治?有不同看法，他從建構主義---安全社群、新自由主義---安全建制、
現實主義---權力平衡等三方面探討；最後結論，認為由於東協區域論壇還在持續

發展，未來雖然有可能成為安全社群，但是就目前的情況來看，頂多還是只能算

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安全建制而已。 
從近期東協召開第 9屆巴里島高峰會，預定 2020 年前完成安全、經濟及社

會文化的「東南亞共同體」及中共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印度隨後也加

入)」，簽署「中共-東協戰略夥伴關係聯合宣言」來看，由於時、空的變遷，筆

者與王順文學者對東協區域論壇是否為安全社群?略有不同看法，個人認為東協

在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方面又向前邁的一大步，可以說是安全社群最佳寫照。 

                                                 
20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理論變遷與挑戰〉，《遠景季刊》，4卷 3期(2003 年 7月)，頁 1-39。 
21陳治萍譯，〈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議定書〉，《東南亞季刊》，1卷 3期(1996 年 1月) ，頁 12-23。 
22 Hadi Soesastr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Context,”in Jusuf 
Wanandi ed.,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donesian and Canadian Views ,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6),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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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東協發展與區域整合 
冷戰結束以來，國際間的政治對立逐漸被經濟合作所取代，區域組織的影響

力亦逐漸擴大。全球自由貿易和區域經濟整合，逐漸成為後冷戰時期國際經濟發

展的主要趨勢；在亞洲地區，自由貿易與區域整合亦如火如荼地進行。1997 年

亞洲金融風暴之前，亞洲外資有三分之二投資東南亞國協各國，但金融風暴後，

三分之二亞洲外資轉往中國。即使東協國家與中共在經濟上是競爭關係，東協仍

然在 2001 年 11月大膽的與中共達成十年內建立自由貿易區的協議。2000 年 11
月，東協與東北亞三國在新加坡的「東協加三」高峰會上也達成在 2020 年建立

「東亞共同體」的共識。23 
2003 年 10月 7日，東協巴里島高峰會將「東協安全共同體」、「東協經濟共

同體」與「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作為在 2020 年前建立一個安全社區以改進區

域安全合作「東南亞共同體」的三大支柱。同時中共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承諾以對話解決分歧；還簽署「中共-東協戰略夥伴關係聯合宣言」，雙方宣佈建

立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略夥伴關係，以及加強東北亞諸國(東協加三)軍、經角色
之強化，使東協在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方面又向前邁的一大步。 
學者顧長永、陳欣之、Dajin Peng及侯若石對「東協發展與區域整合」此問

題有深入分析與探討： 
顧長永認為：「隨著東協與東亞中、日、韓三國的密切合作，東亞區域逐漸

的整合將有助於東亞區域內部的政治、經濟、安全的穩定。甚至目前東協與南亞

的印度逐漸加強合作之後，未來邁向亞洲整合之路的可能性更高。然而對美國來

說，一旦東亞地區建立一個不包含美國的自由貿易區，美國的影響力將會相對衰

落。雖然東協與中國自由貿易區的成員多為開發中國家，成立後對美國經濟的直

接影響不大，但是所產生的政治效果，以及對整個東亞自由貿易區形成的指標意

義，卻可能成為削減美國在亞洲影響力的因素。美國之所以快速地與新加坡簽訂

自由貿易協定，部分原因即是美國擔憂被排除在東亞經濟整合之外，而使東亞成

為另一個難以控制的歐洲」。24 
陳欣之說：「從周邊大國的回應可看出，東協進一步整合對區域穩定已發揮

正面作用。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於 2003 年六月批准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

條約」。印度在參加東協印度高峰會議時，亦由總理宣佈加入此一條約，並設立

東協印度自由貿易協定。中共與印度的態度，是東協安全共同體發展的重要基

礎，俄羅斯與日本亦可能簽署加入此一條約」。25 
Dajin Peng看法：「東亞國家在遭遇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與區域經濟板塊的擠

壓時，以組成東亞經濟圈的方式來加以回應，較具可資抗衡的區域規模。東亞經

濟圈構想的實現可借助兩方面的衝擊與模塑。一是由大而小或由上而下的區域發

                                                 
23《聯合報》，2003 年 12月 12日。 
24顧長永，〈東協之發展及啟示〉，東協發展與區域整合座談會  ，國立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主辦，民國 92 年 11月 20日。 
25《聯合報》，2003 年 10月 02日，民意論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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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就是從亞太經濟概念或是從亞太經濟區域整合而來，這是「經濟分化」的

現象；另一是由下而上或由小而大的擴張發展，也就是由多層的東亞次級區域經

濟的互動或擴張出發，這是「經濟整合」的現象。而東協加一(中共)在實現東亞
經濟圈的進程中，則代表著次級區域經濟圈向東亞經濟圈擴大的過程」。26 

侯若石同意：「東協合作機制的擴大推動，促進了東亞地區國家的合作與發

展，尤其東協為建立「經濟、安全與社會文化」三項共同體，除了外交與軍事國

防外，已然逐步走向區域整合之途，類似早期歐盟成立前之共同體性質」。27 
由上述學者共同認為全球化與區域化的整合趨勢銳不可擋，誰被排除區域整

合之外，勢必遭受邊緣化及埋沒在此一整合的洪流之中。可以預料的是，未來東

協在整合之後將在亞洲事務中發揮其影響力。東協區域內部的整合，將使得東協

在亞洲區域中逐漸有成為亞洲權力中心的機會。 
 
陸、研究著作 
東南亞研究在國內向來不太受到重視，國內研究東南亞的學者也屬鳳毛麟

角。雖然他們在過去都貢獻相當多的心力從事東南亞的研究，包括東南亞的政

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然而，這些默默耕耘的學術先進所做的努力，仍受到

主、客觀環境的因素，而無法得到太多的回響。國內的政治學界偏重於大陸事務、

台灣事務及美國事務的研究；在國際方面的研究也偏重與美國關係的研究，鮮少

觸及東南亞關係的研究。因此，在大學開設事關東南亞課程的學校只有國立台灣

大學、國立政治大學、國立暨南大學及國立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以東南亞

為專門研究及修課的同學人數遠不如其他美國、大陸及台灣事務等學門。除了上

述原因外，國內有關東南亞的專書亦相當有限： 
一、國內期刊文章： 

(一)如崇友文化基金會的「海華與東南亞研究季刊」： 
謝福進「對後冷戰時期東協對中共安全戰略研究概念的評析」。 
陳鴻瑜「第八屆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聲明」。 

(二)遠景基金會「遠景基金會季刊及電子學刊」： 
謝福進「後冷戰時期東協與中共之安全戰略目標衝突---台灣議題」。 
黃奎博「美國與亞太關係：反恐優先、穩定第一」、「西進與南向

--從台灣看中國大陸與南亞東南亞區域事務 」及「美國的亞太

政策」。 

(三)政大外交系的「國際關係學報」： 

李登科「南向政策與務實外交政策之研究」。 
楊志恆「冷戰後中共與泰國軍事合作關係之研究」。 

                                                 
26Dajin Peng, “The Changing Nature of East Asia as an Economic Region,” Pacific Affairs 73, no. 2 
(Summer 2000): 177-178. 
27侯若石，「東亞經濟合作新階段」，人民日報，2003 年 6月 25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28296/19341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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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奎博「冷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 
(四)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問題與研究雙月刊」： 

金榮勇「東南亞反恐作戰之評估」及「911後的東南亞」。  
李國雄「東協的區域組織發展與挑戰」及「東協安全機制的演變與

區域秩序」。 
(五)台綜院「戰略與國際研究季刊」： 

林正義「東協區域論壇與南海信心建立措施」。 
二、專書出版： 

(一)顧長永著的「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及「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
係」。 

(二)張錫鎮著的「東南亞政府與政治」。 
(三)劉富本著的「浴火重生的東南亞國家」。 
(四)陳鴻瑜著的「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 
(五)陳欣之著的「東南亞安全」。 
三、國外著作 

(一)Amitav Acharya ” ASEAN and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ism: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 “ , ” A New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 
ASEA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 

(二)Michael Leifer”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and ”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等等、、、著作。 

大部分偏向東南亞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之研究，在專書方面只有顧

長永著的「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及「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陳欣之著

的「東南亞安全」、Amitav Acharya的”ASEAN and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ism: 
Managing Regional Security“及Michael Leifer的”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較有深入探討東南亞國家的區域安全現況、內容、特徵及未來的

可能發展與限制，但資料引用都是美國「911事件」及「美伊戰爭」之前舊體材；
當前的國際局勢發展在「911事件」及印尼「巴里島爆炸案」後被徹底顛覆，美

國視東南亞為其全球反恐的「第二戰場」，積極透過軍經援助與情報合作等手段，

致力在區域進行反恐作戰，惟東南亞仍然籠罩在恐怖活動陰影中；加上中共近期

對東南亞的睦鄰政策特別簽署「東協中共自由貿易區(2001)」、「南海區域行為準

則(2002)」及 2003 年 10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簽署「中共-東協戰略

夥伴關係聯合宣言」等，充分緩和南海地區各國間主權爭議所潛伏的衝突危機，

對亞太區域新安全觀有重大影響。 
 



 14

第五節    論文架構 
本論文共分六章，各章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論，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文

獻探討及論文架構等。 
第二章：從東南亞地緣政治、人口、宗教問題及政經變遷，經由區域主義的

形成，探討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如何成立，加強區域內政治、經濟、外交、

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而非以軍事與安全為其合作的重點，採共識決的方式、

求同存異追求區域平衡發展，確保共同利益維護國家利益。 
第三章：探討東協自 1967 年成立，歷經三十餘年的運作，如何藉由國際關

係新自由主義之互賴理論推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合作及擴大，到主導亞太

目前唯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東協區域論壇運作，並揭櫫「綜合性安全」的觀念，

將安全從軍事方面擴展至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層面，過程採取從信心建立往預防

外交的方向推動，並尋求衝突解決途徑，作為最後目標；藉與大國交往達到區域

權力平衡，維持東南亞國家在亞太安全議題上的角色，逐漸擺脫其邊陲的地位，

進而維護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第四章：針對許多亞太地區重要安全議題，包括朝鮮半島、臺海兩岸及南中

國海等問題，東協也只能用「鼓勵」（encourage）、「歡迎」（welcome）或「關心
問題」(concern)等方式來表達其意見，既沒辦法幫助這些重要安全的「熱點」地

區形成安全的共識，也沒辦法採取具體的措施；相反的，如朝鮮半島的問題還是

只能靠中共與美國等國的協助，來幫忙解決，而且北韓或中共雖然加入東協區域

論壇(ARF)，但是卻沒有因此而放棄軍備上面的擴張，每年的東協區域論壇(ARF)
安全報告中，也未見這些國家提出報告；再者，雖然東協區域論壇(ARF)在會員
的審查上面，明確規定要能加入的會員國，必須是對於亞太地區安全有具體影響

的，但是卻仍然拒絕台灣的加入，實在很難說東協已經跳脫了權力政治的影子。

本章主要探討東協所主導東協區域論壇在亞太安全熱點的行為角色。 
第五章：1999 年 4月，隨著柬埔寨的加入東南亞十個國家全部成為東協成

員，實現了東協最初建立的願望。歷經 1997 年金融風暴、「911事件」及「巴里

島爆炸案」，東南亞國家是否脫離險境邁向未來? 2002 年 1月 1日，東協自由貿
易區正式啟動，開始了東協內部經濟一體化的進程，2003 年東協巴里島高峰會，

預定 2020 年前完成安全、經濟及社會文化的「東南亞共同體」，中共、印度相繼

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共與東協簽署「戰略夥伴關係聯合宣言」，經過

30多年的發展，在在都說明東協未來是充滿希望。本章旨在討論東南亞國家在

自由貿易區、區域安全及反恐合作等方面未來發展方向。 
第六章：結論。藉著上述的探討為東南亞區域安全找到新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