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第三章     東南亞區域安全 
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一方面囑目美國飛彈防禦體系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的建造進程，另一方面，1997 年至 1998 年發生的亞洲金融危

機(Asia's Financial Crisis)以及 2001 年「禍起蕭牆」的「911事件」及「巴里島爆

炸案」，致使一些存在於人類社會數百年甚至數千年的安全觀念、思想、戰略的

效度降低。1不僅彰顯傳統安全的重要性，亦顯示二十一世紀安全的多面性，使

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相聯繫，不同層次如個人、國家、區域、國際、全球、經濟、

社會、文化及環境等安全、如網路一樣散佈在我們四周、深深影響每一個人生命

與財產。 
東南亞地區除了經濟與政治等面向之外，維護東南亞國家在安全領域的表現

主要在兩個層面： 
一是在東協內部成員國之間在恐怖主義、海盜、霾害、跨國犯罪、環境生態、

打擊毒品及公共衛生等方面，亦遭逢較二十世紀以前更為嚴峻的形勢，該等都可

視為是對東南亞國家的威脅，因此，東協國家運用「綜合性安全」觀集體去解決

它們的共同問題，並照顧彼此未來及共同福利。 
二是以東協區域論壇 (ARF)為核心和載台，展開與外部大國之間的多邊安

全對話，建立安全互動機制共同打擊犯罪，緩和東協與各大國或東亞其他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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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張亞中、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年報》（台北：遠景，2002 年 6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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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新自由主義與安全定義 
壹、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是國際關係理論中

兩個重要流派。「新自由制度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簡稱新自由主
義是八○年代發展起來的關於國際合作及國際制度的理論，2是過去二十餘年，

影響國際關係思維最具挑戰性的一個理論。作為一種挑戰現實主義的新興理論，

它引起了廣泛的爭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現實主義對這一挑戰的回應。它質

疑現實主義理論，尤其是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簡稱新現實主義理

論的不當，認為不足以解釋當前國際關係發展的現象，並忽略國際合作的事實；

它試圖修正新現實主義在當代國際關係理論的典範(Paradigm)地位，它有意為國
際關係理論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就目前而論，無疑的，該理論已在國際關係

領域站穩腳步，並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3東南亞地區在冷戰(Cold War)結束後的
發展有重大改變，雖然在學術界有各種不同的理論來解釋這種變遷，但是新自由

主義的互賴理論(Interdependence Theory)最為適合解釋這種現象。4 
一、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之比較 
新自由主義主要是針對現實主義，尤其是新現實主義的不滿而起。5構成了

二十世紀七○年代末至整個八○年代西方國際關係理論的主要內容和基調。6羅

伯特‧克歐罕 (Robert O. Keohane)的「新現實主義及其批評者」，它對新自由主
義和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觀點作出了最初的總結，及約瑟夫‧奈尹(Joseph Nye)
在「世界政治」上發表的「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文章，提出新現實主義和

新自由主義在理論觀點和方法上的區別，彙整如表 3─1。7 
 
 
 
 
 
 

                                                 
2 朱立群，〈新現實主義對新自由制度主義的批判〉，《國際政治》，9期(2000 年)，頁 39-43。 
3 鄭瑞耀，〈國際關係「新自由制度主義」理論之評析〉，《問題與研究》，36卷 12期(1997 年 12
月)，頁 1-2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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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5 新現實主義的大師華爾茲(Kenneth N. Waltz)仍然認為，國際政治的結構是處於無政府的狀態，

各國根據其權力的大小來確定各自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位置和處事方式。在無政府狀態下，各國

對外交往的立足點是安全最大化。國家間的合作，由於會造成相對收益上的差距而難以實現，因

此國際秩序的建立與維持主要是取決於大國，特別是只有兩個大國時，所實現的權力平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1997).由於華爾茲
對於摩根索的現實主義做了重大的修正，用結構主義的現實主義這一新的架構，超越現實主義，

於是開啟新現實主義研究的時代。 
6 秦亞青，〈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從論爭到趨同〉，《國際政治》，9期(2001 年)，頁 23-29。  
7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台北：五南，2003 年 3月），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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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國際體系兩模式 
國際理論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觀點 以國家為中心 以全球相互依賴為中心 

分析重點 
強調的是系統「結構層次」

的分析 
注重系統「過程層次」的分

析 

目的(標) 

國家仍視權力為目的或手

段，僅是形式和重點有所

改變，國家的一切行動仍

是為了追求政治和經濟權

力，國家應根據自身的利

益以合理的方式參與國際

政治、經濟和軍事活動 

權力不再是國家行為的唯

一目標，武力不再是國家對

外政策的有效手段，指出全

球相互依賴、經濟技術合作

正逐漸佔據國際關係的主

導地位 

主要問題 
戰爭根源、和平條件(軍事
安全問題) 

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人
類生活需求) 

當前國際體系概念 結構無政府狀態 全球社會、複合互賴 

主要角色 單位(民族國家等) 
國家以及非國家角色(國際
組織、非政府國際組織、個

人) 
追求利益 相對利益 絕對利益 
主要動機 國家利益、安全的權力 人類的需求 

體制變革的可能性 低 高 
理論、觀點、證實

的來源和手段 
政治學、歷史學、經濟學

廣義社會科學、自然科學、

技術科學 
資料來源：參考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台北：五南，2003 年 3月)，

頁 173。(筆者加以補充整理)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論點，為安全中研究中獲致安全的途徑提供了理論的基

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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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制

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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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自由主義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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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理論變遷與挑戰〉，《遠景基金會季刊》，4卷 3期(2003 年 7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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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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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影響主宰制度運作的規範。 
 
二、新自由主義─互賴理論 
互賴理論(Interdependence Theory)形成於六○年代後期，整個七○年代是其

發展的興盛期。其背景是：第一，美蘇兩極格局開始鬆動，兩大陣營之間的交流

和合作不斷增加，冷戰對抗與美蘇緩和同時存在。第二，在西方，美國的經濟霸

主地位發生動搖，西歐、日本在經濟上的崛起使世界經濟的「從屬性一致」開始

瓦解，並被「互賴理論的不一致」所取代。第三，全球範圍內的各國經濟聯繫不

斷加強。第四，新技術革命勢頭迅猛，推動了互賴趨勢的發展。第五，跨國公司、

國際組織、國際制度發展迅速，以非國家角色的積極姿態登上國際舞台。10當克

歐罕及奈尹11於 1977 年出版「權力與互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的著作之
後，互賴理論的研究開始盛行。12 

(一)「互賴」定義 
「互賴」(Interdependence)之定義相當不一致，羅塞特(Bruce Russett)對互賴

之定義：「體系的任何單一部分所發生的變化或事件(Changes or events )，不論在

物理上或知覺上，對體系的其他部分會產生某些反應或有某些明顯的結果。」摩

斯(Edward Morse )：「當發生在一個國家內的變化，對其他國家產生明顯的變化
時，互賴被認為存在；或是當一個國家行為(Action)的效果，明顯的受到其他國
家的行為所決定時，互賴亦存在。」不過其最重要的涵義為：「互賴存在於敵人

與朋友之間。」軍備競賽是最好的例子。因此是必須要區別負面的和正面的互賴 
(Negative and Positive)。正面的互賴係指改善國家間的合作與相互關係，這才是
理論所需要的。13 
克歐罕及奈尹的定義則是：「互賴是國家之間或不同國家之間的行為者

(Actors)，因相互流動效果而產生的情境，這種互動的效果可以是來自金錢、物

                                                 
9 Helga Haftendorn et al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3-4. 
10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理論》（台北：五南，2003 年 3月），頁 434。 
11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dependence (1977, rev. 1989).  
1977 年，權力與互賴第一版出版，標誌著美國自由主義國際關係學派挑戰新現實主義理論主導

地位的開始，構成新自由制度主義興起的理論基石；1989 年，該書重版並增加了對批評的回應；

2001 年該書第三版出版，兩位學者將全球化、國際機制與相互依賴概念相整合，指點國際局勢，

激揚文字，對 21世紀初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進行嚴肅的理論分析，成為代表新自由制

度主義發展的顛峰之作。 
12 Robert Keohan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89) ,8-9. 引自顧長永，《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台北：風雲論壇，

2000 年 7月)，頁 14。 
13 羅浩，《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 Q&A》（台北：風雲論壇，2002 年 10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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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員及訊息的流動。」14，最基本的說法即為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
而國際關係中的互賴，則強調是一種國家間或各行為者間的交流具有互惠效果

(Reciprocal Effect)的情境。 
綜合上述各家定義：「互賴」當一個國家福祉需要靠另一個國家的合作才能

維持，前者會對後者產生依賴。如果兩個或兩個以上國家同時需要彼此依賴，就

會出現互賴的情形。互賴不僅是經濟現象，也是政治現象。在國際貿易過程當中，

國家經常需要得到彼此的政治合作，才能得到經濟利益。15 
 

(二) 複合互賴 
克歐罕和奈尹認為，互賴的關係並不必然是對等的，也由於有不對稱的互賴

關係(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的存在，權力的運作才具有分析的意義。其

中，由於不對稱程度的差異，所造成相對權力的強弱，於是乎奈尹與克歐罕再將

互賴關係區分為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兩種互賴結構。再者，
奈尹等對互賴關係的發展進一步提出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界
說，並指出複合互賴具有三種主要特徵。一、為多元管道 (Multiple Channels)，
二、是議題間缺乏層級(Absence of Hierarchy among Issues) ，最後是軍事角色的
式微(Minor Role of Military Force)。 
此外，隨著國家間互賴程度提高，權力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不僅沒有下降，

反倒逐漸上升。互動頻繁一方面使得國際議題數目增加，另一方面開闢更多發揮

影響力的管道。的確，當前世界處於高度互賴狀態，權力在許多不同層面交相運

作。做為單一面向的權力，軍事力量的重要性逐漸減低，國家透過外交、經濟與

文化之類管道發揮影響力事屬平常。然而，儘管國際社會互賴程度不斷提高，國

家整體力量的重要性是不降反升。 
以往現實主義主導國際關係的發展，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的環境之下，國家之

間衝突的機會 遠高於合作的機會，國際衝突不可避免。但是國際環境的變遷，

其解釋力與內容均受到挑戰。互賴理論的提出，修正並反駁現實主義的觀點，尤

其是相對於現實主義的相對利得觀點，其認為在互賴關係之下，絕對利得的考量

會使國家趨向合作。 
霸權穩定理論(Hegemonic Stability)修正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霸權主導有助

於國際合作，但互賴理論則認為不一定要有霸權，才會有國際合作，其認為國際

體制的建立將更有助於國際合作。互賴理論認為經由互賴關係的發展之下，國際

之間的合作機會增加，而合作的形式也由互賴形式的不同，從政治互賴的政治合

作，到經濟互賴的經濟合作，揭示出對於國際合作的發展。16 

                                                 
14 Robert Keohan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89). 
15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third Edition, 2001). 
16 http://www.formosauniversity.org/modules/newbb/viewtopic.php?topic_id=73&foru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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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整合理論的假設已將之限定在完成政治共同體為最終的理性結果，因此

忽略了國家間關係的多元性與獨特性。相形之下，互賴理論的論點就較具開放

性，其論點主要在強調國家間關係的發展，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過程，其中這一互

賴的關係是涉及到代價(Costs)的多寡，因為互賴將限制國家自主權的施行。換言

之，以互賴為解釋國家間關係的重要因素時，互賴關係的發展不僅會影響到國家

的政策架構(Policy Framework)，而且亦可藉此去影響他國的政策架構。尤其，互
賴理論將權力和代價的變數 導入國家間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對於解釋國家間互
動模型的差異性，較之整合理論更貼近現實世界國家間交往的發展。17 
事實上，在複合互賴的國際格局裡，由於多元管道的接觸與議題無層級的特

徵，使得國家目標不再具有獨特性，反而呈現出多樣性(Variety)的特徵。而這種
國家目標多樣性的趨勢，也產生了三種獨特的政治過程： 

 
1.聯結的策略(Linkage Strategies) 

在現實主義理論的架構之下，軍事大國及經濟大國常可藉武力影響其他議題

(Issue)，藉聯結的關係，除了可以幫助帶動較弱的議題也可藉此迴避其本身較弱

的議題。可是在複合互賴，這種情形就不太可能發生。由於權力的分配在各個議

題(如貿易、能源等)都有所不同，因此經過不同政治過程而產生的結果，在每個

議題也將有所不同。即使軍事大國仍想運用聯結的策略，但由於軍事功能的降

低，這種聯結的效果也將隨之降低。因此，在複合互賴之下，各議題之間的不同

性表示各議題的聯結將很難處理，而且將會降低(而非增強)議題的階層性。對於
各國而言，聯結的策略將會是很難處理的策略選擇。 

 
2.議程的設定(Agenda Setting) 

在現實主義理論的架構下，軍事及安全議題都是列入最重要的議程。可是在

複合互賴，各議題之間不分層級，因此如何排定議程就顯很格外重要。影響議程

設定的因素有好幾類，例如政治化、經濟成長、敏感度互賴增加而產生國內問題

及國際問題，就會影響議程。 
 

3.國際組織與跨國關係(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就現實主義的理論而言，國際組織在國際政治並未扮演重要角色，因為現實

主義者認為國家才是國際政治的主體。但是當國際間的接觸及互動管道增加時，

國際組織就顯得很重要，特別是有助於設定國際問題的議程，對弱小國家的聯結

及聯盟均有利益。由於國際組織角色重要性的增加，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有時會

                                                 
17 Robert Keohan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Second edition, 1989), 23-28. 引自顧長永，《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台北：風雲論壇，

2000 年 7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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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區分，因為政治的聯盟關係常常是超越國家的。必須拄意的是複合互賴的多

管道接觸，並不限於政府行為者。例如美國常常將其政府官員送到其他國家，以

協助解決該國的問題；同樣的美國也接受他國政府官員，進入美國行政官僚體系

接受訓練或參與決策。美國與加拿大的政府官員就經常有交流及互動，而且加拿

大常常都是獲利最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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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達成區域安全

合作。因此，從新自由主義的定義及互賴理論的內容，探討冷戰後的東南亞政經

發展及區域安全，更能符合發展趨勢，及其與鄰國的關係。 
 
貳、安全定義 
在後冷戰的國際社會中，問題的面向有多元化的趨勢，影響國家安全的問題

不只是純粹軍事的因素，許多涉及非軍事的問題也有相同的重要性。在這種情形

下，不同政策之間的聯接性愈來愈明顯，彼此的相互影響程度也隨之增加。從共

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合作性安全(cooperation security)，綜合性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念一直到聯合國於 1994 年提出人類安全(Human 
Security)概念，則係跳脫以國家安全為中心之安全觀，轉而以個人或社群為主，

所關切的是人類生活安全的保障與品質的提升，這些包括經濟安全(就業、收
入)，糧食安全(溫飽、保障)、健康安全、環境安全、個人安全、社群安全及政治
安全等要素，所以扮隨著時代的潮流下，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動之

下，現在安全的概念不僅僅由國家的層次向上提升到全球的層面而己，也向下提

升到社群，個人層次的範圍，而所謂的安全，不單單是國家整合，軍事發展、經

濟利益而己，也具備著個人的概念內涵，另外，在過去，傳統性安全威脅是以軍

事衝突或戰爭為主要形式。現在，非傳統性的安全威脅則以種族紛爭、宗教分歧、

經貿競爭、邊境摩擦、顛覆破壞(Subversion)、恐怖暴力等為主要造成安全威脅

的因素。因此，重新思考國家安全概念發展才是當前最主要的關切議題。 
 
一、何謂「安全」 
安全的概念不易明確界定，在不同的時空背景下，會對安全產生不同的認知

與需求。不過各方對安全的定義，就如同國際關係研究對權力的定義一樣，尚沒

有共同的見解。傳統認為，安全是基於兩個基礎之上；首先，大多數對國家安全

形成的威脅是來自於國境之外；其次，這些威脅主要是軍事為內涵的，面臨此種

威脅的國家，也應採取軍事的回應。李普曼(Walter Lipmann)就認為：「一國是否
安全，端依賴其免於犧牲中心價值(core values)的危險，其意圖在避免戰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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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受到戰爭的挑戰時，能夠以勝利維持這些價值」。18伍夫(Arnold Wolfers)認
為：「所謂的安全，在客觀而言，是免於威脅以取得價值的方法；主觀是在這些

價值被攻擊時免於恐懼」。19魯西尼 (Giacomo Lucianim)認為：「國家安全是承受
外在侵略的能力」。20馬丁(Laurence Martin)則定義：「安全是未來福祉(well-being)
的保證」。21布珊(Barry Buzan) 認為：「安全是關於生存的事務。當外在的威脅加
於一個特定的指涉對象(傳統上，但並非一定的，此一指涉對象是國家；也可能
是政府、領土或社會) ，一個議題就此產生了。特定安全威脅的性質，賦予了使

用特別措施以因應這些威脅的正當性。安全問題的召喚(invocation)是合法使用武
力的關鍵，但通常此一召喚為國家動員、或是採取特別權力以因應存在的威脅開

放了大門。傳統上，在提到『安全』時，一個國家的代表宣布一個緊急狀態，因

此宣稱使用一切必要手段以阻止威脅的進一步擴展。」。22 
在上述數位代表性學者對此定義或是界定中，普遍著重在，國家利益的保

障、避開戰爭、保衛核心價值、對抗外來侵略的能力、避免現有生活品質受到外

力威脅等等。凸顯出研究者問對安全雖有共同的基本觀點，卻仍採用不同的界定

與詮釋方式，安全概念的定義確實有因國家、地區別而有不同的關注重點。23例

如所謂的價值或是中心價值的內涵，就十分不確定；對所謂福祉亦沒有一致的共

識。外在侵略或是威脅，是否不僅限於軍事的攻擊，而是包含了其他政治、經濟

及文化的威脅或是侵略呢?是否只有在受到軍事威脅或是武裝攻擊時，一國的安
全才算是受到威脅呢?從第三世界國家的實踐中，安全的定義與內涵，和強權國
家的考量，明顯地有所差異。可以確定的是，安全概念應在「確保人類生命及其

所有物存續無慮」之情境，是人類及其所組成之社會所企求的目標，及努力爭取

和確保的基本需要。 
 
二、何謂「國家安全」 

冷戰期間，也就是從 1947 年至 1991 年之間，安全問題隨著國際關係的發
展而起步，但是不可避免地，安全問題深深地受到美蘇核子對抗的影響。在此段

時期，所謂「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 就是「國家軍事安全」 (National Military 
Security)的代名詞幾乎無可避免地就是軍事問題，當時大家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是「戰爭研究」(War Study)、戰略研究(Strategic Study)或是和平研究(Peace 
Study)，也就是戰爭與和平。國家是安全問題的唯一指涉對象，眾人也多著墨於

                                                 
18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150.  
19 Giacomo Lucianim,“The Economic Content of Security”,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8, no.2 

(1989), 151. 
20 Laurence Martin, “Can There be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Insecure Age?”, Survival, vol.31, no.3 

(1983), 12.  
21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second Edition);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Harvard Wheastsheaf, 1991), 19.  

22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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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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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及核子戰略問題，威脅的來源僅有一個，就是對手集團的軍事威脅。當時認

為安全的核心價值，是保持領土內的資源與力量，免於受到對方核子或是傳統武

力的摧毀，以及國家生存與主權等國家象徵。至於獲致安全的手段，所依靠的是

同盟及核子嚇阻，是一種自助且具競爭性的安全，而這種尋求安全手段的最大特

徵，是時時處於世界毀滅的恐懼之下。24 
「國家安全」一詞，第一次出現於 1945 年 8月美國海軍部長(James Forrestal)

出席參議院聽證會時所使用，而「國家安全」的意義，傳統的定義多偏向軍事安

全意涵，例如克勞德(Inis L. Claude)認為：「國家安全單指一個個別國家的安全，
意味著一個國家有生存的能力、維護其領土完整及政治獨立，並保持其所致力的

價值體系不受外來的干預。安全表示沒有輸掉一場戰爭的危險，亦意味著沒有需

要進行一場戰爭的危險，更包括沒有不能一戰的危險。國家安全不是指完全沒有

外來的威脅，但要求在應付威脅時不必付出太大的代價」。李普曼(Walter 
Lippmann)認為：「一個國家可避免戰爭，而又不必犧牲它的核心價值；若遭遇挑

釁，可在戰爭中獲勝以維持其核心價值，即為安全」。學者理查‧烏爾曼(Richard 
H. Ullman)指出：「將國家安全定義在軍事意義上，是一種對現實的錯誤設想和虛
構，導致國家注重軍事威脅而忽視其他也許更為有害的危險，同時使國際關係出

現軍事化傾向」。25 
為了因應後冷戰時期安全研究內涵的擴大，並避免將「國家安全」等同於「軍

事安全」(Military Security)，我們可對「國家安全」下一個簡單定義：「為維持國
家長久生存、發展與傳統生活方式，確保領土、主權與國家利益，並提升國家在

國際上的地位，保障國民福祉，所採取對抗不安全的措施」。要言之，「國家安全」

的意義係指國家保護其重要的價值免受內外威脅的能力。而國家安全的功能在於

抵抗威脅、目的在於保護價值、以及增強國家應付威脅與危機之能力。 
 
三、安全環境的變遷 
觀察九○年代以來的國際局勢，可知影響當前國家安全的議題不僅跨越國

界，成為全球共同的挑戰，且已漸由「高階政治」(High policy)之戰略和軍事議

題，轉向「低階政治」(Low policy)之經濟和社會議題。這些安全議題不但多層

次、多面向、多元化，且彼此關聯性強，致使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概念受到

衝擊。國家所面對之安全威脅不應侷限於戰略、軍事、政治、主權等高階政治層

面，由於國際政治、經濟、社會、人文變遷以及經濟發展結果，安全威脅之影響

已擴及和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之低階政治領域，傳統之國家安全概念已難符合當前

時代之需求與挑戰。由於經濟安全的重要性相對提升，國際政治經濟成為安全的

重要議題；科技的發展帶來新的安全問題，同時也提供了犯罪新的途徑與手段；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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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25 莫大華，〈安全研究論戰之評析〉，《問題與研究》，37卷 8期(1998 年 8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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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安全的概念、面向與範圍不斷擴大，國際參與的途徑與機會隨之增加，國際

協調亦成為解決問題的趨勢所在。 
自後冷戰以來，國際環境之變遷和轉變過程中，對於國家安全環境影響最大

的因素有三：分別為「國家主權趨於沒落」、「國際互賴逐漸升高」、「無政府狀態

衝突持續擴散」。 
 

(一)國家主權趨於沒落 
後冷戰時期國際權力結構重組及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乃促使傳統之國家概

念變動，而變隨而來的國家安全也隨著國際環境而有所發展，國家主權趨於沒

落，例如次國家(Sub-Nation)，超國家，跨國家等非國家主體的興起 NGOs，IGOs
聯合國等國際組織發揮作用、國境管制鬆動，部分國家瓦解或功能衰敗，國家自

主性降低，科技發展及其散佈造成國家權力遭到稀釋，主權受到限制等。26 
 

(二)國際互賴逐漸升高 
例如經濟互動更趨綿密、國際權力結構由兩極邁向多極、區域合作主義與整

合運動興起、國際消費習慣同質化、武器系統標準化、人口流動增大，國際合作

防制犯罪、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向外擴散等。 
 

(三)無政府狀態衝突持續擴散 
在國際政治的層次上，系統的結構是無政府狀態(Anarchy)，國家為了自保，

安全成了國家的首要目的。在此一現實環境下，國家之間缺乏信任，軍事武力成

了達到國家安全的主要及最後之工具。九○年代冷戰落幕以來之國際局勢，兩極

體系瓦解、共產主義沒落，區域經濟整合，種族衝突增加，可知足以影響當前各

國國家安全之議題不僅跨越國界，並衍生成為國際或全球性安全挑戰，且由高階

政治之戰略和軍事議題，轉向低階政治之經濟和社會議題，且多層次、多面向、

多元化議題，基此，國際安全在無政府狀態的下其概念、面向、範圍不斷擴大，

不僅安全社群概念受到重視，國際協調亦成為解決問題的趨勢所在。 
 
四、安全概念之轉變 
隨著冷戰結束國際關係環境的改變，國家安全的概念也起了很大的變化。為

因應國際局勢緩和、相互往來大量成長、區域共同安全要求的增加、以及非軍事

安全威脅問題的興起，許多新型安全概念則應運而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

個，亦即美國提倡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歐洲提倡的「共同安

                                                 
26 潘日輝，國家安全概念的持續與變遷講座，

http://home.kimo.com.tw/strategicstudy/comment/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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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Common Security)、和亞太地區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
27 

(一)合作安全 
建立在相互合作交往的基礎上，以建設性和開放的方式，於平時即針對一國

的軍事準備、戰略部署、和敵意評估等安全問題，進行合作交流，化解國際關係

長存的「安全困境」難題。它同時強調預防外交的重要性，與其讓安全情勢惡化，

形成相互對立緊張形勢，不如在平時或對立未發生前，採取必要的措施，來防止

情勢惡化以解除危機。此外，它以為在國際社會日益趨向相互依存，大量毀滅性

武器擴散的威脅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憑一己之力，單獨解決自身安全問題，

唯有在各國安全合作的條件下，才能應對國際安全挑戰。 
 

(二)共同安全 
是指所有國家皆享有安全的合法權利，而且強調以共同安全的模式取代個別

國家的安全行動。它以為安全是相互性的產物，無法透過軍事優勢獲得，同時和

平須要培養經營而非靠武力固守。它並強調軍事力量不是有效解決爭端的手段，

相對的國際成員應保持克制，能取信於潛在對手實具有更大重要性。是故，共同

安全提倡軍備裁減，此有助於互信增加，而互信增加將減少對軍備需求。它還支

持共同參與國際安全決策，讓國際成員都成為共同安全一部份，此將有益國際安

全的增長與維護。 
 

(三)綜合性安全 
強調安全的多樣化內容與多重型態，除軍事安全外，還應包括許多非軍事安

全，如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等。該主張者並指出，國家安全威脅並

非皆來自外部，許多威脅是來自內部的因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可能較前

者更直接。所以，國家安全須關注國家不同發展的階段與需求，應以更包容和寬

廣的思維空間，含概如亞太地區如此繁雜成員的組合。此外，體認國際社會日益

趨向相互依存，以及安全問題的複雜性，因此以為國家安全已非一國之力可以應

對，而應透過國際共同合作方式為之。 
 
雖然上述三個安全概念各有不同強調的重點，但是很明顯的他們之間卻有許

多相似之處。首先，國家安全已非一國之力可單獨維護，而且軍事力量非可靠憑

藉。其次，國家安全非單一固定化含義，而是具有多元性內涵，同時安全感的認

知與需求，可能較具體安全措施更重要。再其次，國家安全應建立在互動、互利

和互信的基礎上，而且唯有如此，安全空間才得以增長，和平較能持續。此外，

國家安全與國際或區域安全有密切的互動關係，國際成員應經由開放合作方式、

包容共存原則和共同參與過程，來面對安全威脅的挑戰，共謀解決之道。 

                                                 
27《政大國際關係》，〈新型安全觀與兩岸關係〉，http://iir.nccu.edu.tw/newac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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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的安全概念 
美國自「911事件」後，相當重視的國家安全概念，立即成立了整合各部會

的國土安全署(Homeland Security Agency) ，又倡議成立公民團(Citizen Corps)以
強化美國本身的民防及反恐安全工作。28美國對國境內國土安全的維護，是防止

恐怖主義在其境內的攻擊，增加天災及急難救難能力，打擊國際犯罪、網路犯罪，

強化美國安全措施，以及情報與安全之整合等等。在美國的主導之下，反恐怖主

義變成了國際安全議程上的第一要務，除了回教地區與自顧不暇的國家之外，全

球一片反恐聲浪。世界各國不分大小強弱都提高了對恐怖主義行動的警戒，英、

美等歐美先進國家更紛紛強化本土防禦，並且加強監視境內恐怖份子。 
東協在 2001 年第 7屆汶萊元首高峰會議時也通過了反恐宣言，29更於翌年

與美國簽訂聯合反恐宣言，表明其反對恐怖主義的立場；而一向在軍事議題方面

與美國有重大歧見的中共，也在 2001 年 12月與美國協議發展跨單位抵抗恐怖主
義夥伴關係(Inter-Agency Partnership to Fight Terrorism)，並且定期檢討反恐合作
之成效。這些事例所顯現出的含意恰與亞太地區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相符，亦即世界各國應透過建設性的合作交流和開放以增進互信、提高

軍事透明度，以化解「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難題，因為只有在各國對
於安全合作的再保證(Reassurance )之下，國際安全方能得到確保。30 
由於美國是現在國際體系裡唯一的超強，所以美國的安全觀必然影響全球的

安全議題。 
 
 
 
 
 
 
 
 
 
 
 
 
 
 

                                                 
28《台灣新世紀》，〈美國「九一一」事件後國土安全作為對台灣安全的啟示〉，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20021020/20021020-4.html 
29《ASEAN》，〈JOINT COMMUNIQUE OF THE 35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Bandar Seri Begawan, 29-30 July 2002〉，http://www.aseansec.org/4070.htm 
30黃奎博，《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台北：大屯，2003 年 9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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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南亞國家的綜合性安全觀 
東南亞國家建國初期，以及各國苦於內部衝突的國家建立歷程，使得東南亞

國家界定的安全，在於排除外在干擾，讓各國得以建立國家內部的權威與穩定。

東協核心國家提出「綜合性安全」，包含了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環境、和

文化等廣泛的層次。31東南亞國家隨著東協組織的擴大化，進而瞭解東南亞區域

的複雜性，唯有積極推動「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觀，使成員國
之間擺脫安全困境加強各項安全合作，團結一致聯手鏟除恐怖主義、海盜、霾害、

跨國犯罪、環境生態、打擊毒品等危害，塑造地區內的安全環境，確保政治與經

濟和平及發展。 
壹、東南亞國家內部安全觀 
一、推動綜合性安全觀背景 
東南亞區域安全，不能忽視個別東南亞國家的安全考量，東南亞國家由於殖

民統治及區域內國家對抗的歷史經驗，加上原有的區域文化影響，對維護區域安

全，有必要加強各國間的安全合作來提高「地區恢復力」，因為，沒有地區的安

全與穩定，也就沒有東南亞各國的安全與穩定。鞏固和加強「地區恢復力」，這

正是東南亞國家新安全的核心內容。相較於西歐、北美國家的安全概念，東南亞

國家所採取的「綜合性安全」觀32，東南亞綜合性安全觀的出現，具有歷史性的

背景，也有印尼與馬來西亞等主要東南亞國家的主導與推廣，更隨著東協組織的

擴大化，進而呈現了分析與瞭解東南亞區域安全的複雜性。這種特性，影響了東

南亞國家面對二十一世紀區域安全的評斷與反應。33 
「綜合安全」起源於日本大平正芳政府，一九七○年代中後期正式提出。東

協國家對其進一步詮釋。「兩者之間最大重要的區別在於，日本的國家綜合安全

概念幾乎完全著眼於應付可能的外部威脅，而東協國家的綜合安全概念通常注重

其內部事務」。對於東南亞提出這特有的安全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尼前總統

蘇哈托強調「國家活力」(National Resilience)，34此種解釋代表了東協處理區域

安全問題的立場與對國家安全的解釋。35 

                                                 
31《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5 July 1994〉，http://www.aseansec.org/3621.htm 
32林碧炤，〈台灣的綜合安全〉，《戰略與國際研究》，1卷 1期(1999 年 1月)，頁 1-15。 
33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27。 
34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強調的「國家活力」(national resilience)，此種解釋代表了東協處理區域安全

問題的立場與對國家安全的解釋。蘇哈托說：「國家活力」內在的意義指：有能力保證國家會進

行必要的社會變遷，但是仍能在脆弱的狀態下維持自己的認同；外在的意義則指，當外來的威脅

出現時，有能力去面對之。因此「國家活力」涵蓋一個國家整體發展的所有組成分子的強化，包

括意識形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軍事領域......。如果每一個成員國發展出它自己的「國
家活力」，一個「區域活力」就可能逐漸浮現，如此所有會員國就有能力去集體解決它們的共同

問題，並照顧彼此未來及共同福利。參考《ASEAN》，〈Speech by Soeharto at the Joint Pres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Jakarta, 26-27 November 1975.〉，
http://www.aseansec.org/1284.htm.  
35 Speech by Mahathir Mohamad at the first ISIS 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July 1986, 
at ISIS (Malaysia), Kuala Lumpur; cited from Ideational Influences, 62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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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來西亞總理馬哈迪指出，安全不僅限於軍事能力、國家安全與政治穩定、

經濟成就以及社會和諧密不可分。馬來西亞政府和學者認為其他對於綜合安全的

具體威脅尚包括吸毒氾濫、宗教極端主義、非法移民和經濟蕭條等。 
新加坡提出經由「總體防衛」觀念以實現「總體安全」，強調經由促成統一

的民族認同和持續的經濟發展來保證國內穩定。總體防衛包括「心理防衛」、「社

會防衛」、「經濟防衛」、「民防」和「軍事防衛」五方面的內涵。36 
東協各國又從處理柬埔寨問題的經驗中發現，他們也可以在東協區域外的地

方扮演其影響力的角色。因此，在冷戰結束後，東協各國仍願意以集體的力量介

入地區安全事務的討論及處理，一方面保障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則可以提升其

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及國際地位。 
固然外來勢力的干預仍對東協各國有相當的威脅，但較諸其內部的安全問題

卻並不是那麼具有立即威脅性。故而，「綜合性安全」概念具體呈現在三個層次

上：會員國內部、東協內部、以及東協與東南亞區域內其他國家間。 
早先在東協區域論壇 (ASEAN Regional Forum，ARF)1994 年 7月 25日在泰

國曼谷 (Bangkok)第 1屆會議中，已正式決定對「綜合性安全」概念進行研究，

強調以擴大「東協模式」(ASEAN Model)的安全對話，來促進區域安全、穩定與

繁榮，並且認同「綜合性安全」應為亞太安全的特色，除了軍事性因素外，更包

括其他相關非軍事性因素，例如：經濟、社會面向。37 
其後，由馬來西亞、紐西蘭和中共為主席國家的「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

(CSCAP)綜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工作組，對「綜合安全」的概念及其應用進行探討。

1996 年發表「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關於綜合與安全第三號備忘錄」，對其涵義做

出重要的擴充，指出其包括軍事方面，同時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其他問題。

備忘錄提出「綜合安全七原則」：綜合原則、互賴原則、合作和平安全與共同安

全原則、自力更生原則、包容性原則、和平交往原則及好公民原則。備忘錄尚包

括建立信心措施、預防外交以及和平解決衝突與分歧等內容，認為軍事力量在本

質上應儘可能保持防衛性與非威脅性。38 
 自從「911事件」到東南亞印尼巴里島及菲律賓等一連串發生的恐怖份子攻

擊行動後，已經對世界人類的身家性命造成極大的威脅，人們幾乎天天生活在極

為恐懼與不安的生活之中。東南亞各國深深體會恐怖主義所為害的不是單一地

區、單一國家人們的生活安全，而是人類共同的安全。39  
 
 

                                                 
36Low, Linda,  “ASEAM as a Model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r the Art of Muddling Through?” , 
Dept. of business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37《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5 July 1994〉，http://www.aseansec.org/3621.htm 
38張亞中，〈全球化的台灣安全：大戰略的思維〉，《遠景季刊》，3卷 1期 (2002 年 1月)，頁 27-64。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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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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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南亞安全合作方式 
東南亞國家基於外部威脅而進行內部的安全合作，凝聚、整合成員國間的歧

異，不致發生影響東協國家生存與發展的衝突，破壞區域的安全。其最終目的乃

在達成東協國家 1971 年宣布的「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立區」(Southeast Asian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1976 年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TAC)與「東協國家和諧宣言」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等宣言所揭櫫宣示，要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藉
由一個涵括所有東南亞國家的「協會」，使東南亞區域成為和平、自由及中立的

地區。40 
(一)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立及非核區 

1971 年 11月，東協五國外長在吉隆坡舉行會議，討論在新形勢下如何「尋

求共同的步驟」，結果會議通過了「東南亞中立化宣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 以及「東南亞非核區」 (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SEANWFZ)。「宣言」聲稱：第一，東南亞國家在增進該地區的「經
濟和社會穩定及保證自己的和平與進步的民族發展方向擔負主要責任」；第二，

防止「任何形式的外來干涉」；第三，根據自己的理想和願望「維護自己的民族

特點」。五國決心共同努力把東南亞地區變成一個不受外部強國的任何形式或方

式的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立區」，實現地區中立化成為這個時期東協的主要

任務，並逐漸在經濟問題外，注意軍事安全的議題。 
 

(二)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及東協國家和諧宣言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41是東南亞地區各國維持和平與穩定、展開合作的

法律基礎。1976 年 2月 24日，在印尼巴里島舉行的首屆東協元首高峰會議上，

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和泰國五個成員的元首簽署了「東南亞友好合

作條約」，它標誌著東協有了處理成員間相互關係的準則和法律依據。同時，該

條約也成了東協成員開展政治合作的綱領。此後，東協每接納一個新成員，都要

求其承認並簽署這一條約。42迄今東南亞 10國(除東帝汶)已全部加入這個條約。 
巴里島高峰會上，曾為安全問題進行過辯論，最後否決了軍事同盟觀念。相

反地，在這次高峰會所通過的「東協國家和諧宣言」，強調東協各國可維持現行

的雙邊軍事聯繫，並呼籲各成員國在非東協之基礎上進行安全合作，只要符合它

                                                 
40 Heiner Hanggi, ASEAN and the ZOPFAN Concept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1 ),1-36. 
41「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其宗旨是促進締約國人民之間的永久和平、友好與合作，規定相互關

係六原則：第一，彼此尊重各國的獨立、主權、平等、領土完整及民族特性；第二，各國都有免

受外來干涉、顛覆或壓迫，保持國家生存之權利；第三，不干涉他國內政；第四，和平解決分歧

或爭端；第五，反對訴諸武力或用武力相威脅；第六，開展有效合作。參考《ASEAN網》，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 (24 February 1976)〉，http://www.aseansec.org/3630.htm 
42《ASEAN》，〈Joint Communique The First ASEAN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Bali, 23-24 
February 1976〉，http://www.aseansec.org/50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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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相互需要和利益即可續續合作。雙邊合作，諸如泰、馬和馬、印(尼)的邊界
安全安排，這種方式比聯盟 (Alliance )更具有彈性和有利。此宣言使東協能繼續

保持其非意識形態、非軍事和非對抗的特性。東協國家的雙邊軍事合作，主要包

括情報交換、聯合演習和訓練。43 
東協自 1997 年金融危機後，經濟實力和政治影響都有所減弱。印尼等核心

國家不得不把精力放在國內政局的穩定上，從而限制了其對地區事務的關注。而

中共、印度等亞洲鄰國正在迅速崛起，對地區事務的影響力不斷增強。這使東協

有了危機感。東協決心借重大國影響力來重振其國際地位。讓中共、印度、俄羅

斯等亞太大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無疑有利於發揮東協的影響力。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經過兩次修訂，44同意東南亞以外的國家也可加入

該條約。因此，造成 2003 年 10月東協巴里島高峰會議上，中共、印度及日本先

後已加入該條約。地區外大國加入該條約，使東南亞地區的持久和平更有保障，

從而使東協能更放心地在亞太地區發揮作用。 
 

(三) 東協區域論壇 
東協區域論壇成立本身應被看作是東協各成員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共同努

力、有效合作的重要成果。東協區域論壇的主要功能是保障東協的外部安全，即

通過與東亞各國及世界主要大國的安全對話，建立信心措施和開展預防外交，維

護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使東協免受外部勢力的干預。 
東協外長重申此一論壇的發展需依演進的速度，而且透過共識決定。各國外

長讚揚東協對緬甸採取積極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努力及東協在

強化區域和平穩定的正面角色。東協外長雖承認東協是主要推動的力量，但也強

調美、日、俄、中共等大國關係對亞太和平的重要性，並歡迎擁有核武的國家早

日加入已於 1997 年 3月生效的「東南亞非核區條約」。 
另一方面，東協區域論壇也為東協各成員間的安全合作開闢了新的舞臺。因

為東協是該論壇的主導者。迄今為止，東協仍是該論壇的永久性東道國，掌握著

擬訂每屆年會議程的大權，從而使得東協各成員能在地區安全問題上協調立場，

進行合作以維護東協的整體利益。例如，東協曾幾次將南中國海問題列入議程。

另外，東協各成員在積極推進該論壇向機制化方向發展，試圖將其作為東協主導

                                                 
43“Protocol Amending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 Philippines, 15 

December 1987. http://www.eppo.go.th/inter/asean/asean-sec/pol_agr4.htm 
441987 年 12月 15日，「第一修改議定書」在原「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基礎上增加兩款內容分

別為：「東南亞以外的國家，經過東南亞所有締約國及汶萊的同意，也可加入該條約」。1998 年 7
月 25日，東協外交部長在馬尼拉簽署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第二修改議定書」，內容為：

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東南亞以外的國家，經過東南亞所有締約國及汶萊的同意，也可

加入」修改為「經東南亞所有國家，即汶萊、柬埔寨、印尼、馬來西亞、緬甸、菲律賓、新加坡、

泰國、越南、寮國等的同意，東南亞以外的國家也可加入」該條約。從而使非東南亞地區的國家

也可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1992 年 12月，聯合國大會以決議案方式接受「東南亞友好

合作條約」。參考《ASEAN》，〈The First ASEAN Summit〉，http://www.aseansec.org/5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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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解決地區衝突與爭端的場所，其他安全議題方面也進行了積極合作，發出協

調一致的聲音，採取了共同的立場。有關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架構、運作原則與

區域外強權安全互動情形，在下一節將作深入探討。 
 

(四)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 
「東協區域論壇」是第一軌道它是由東協主導，而非官方「亞太安全合作理

事會」(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CSCAP)的第二軌
道是由美、加、澳、日、東協等國主導。1991至 1992 年間，由於民間學術機構

討論安全合作問題，分別於夏威夷、漢城召開一連串會議，經由多次討論，最後

終於於 1992 年 11月在漢城舉行有關亞太安全議題國際會議中定案。 
1993 年 5月，東協在吉隆坡召開部長級會議時，同時宣布成立東協區域論

壇，以及由東協國家及美、日、加、澳、南韓等戰略暨國際事務研究機構所發起

的非官方多邊對話機制—「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45其架構則以原有的「東協

戰略與國際研究中心」(ASEAN-ISIS)為主。 
1994 年「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更進一步成立「信心暨安全建立措施工作

小組」，研究「建立信心措施」在亞太地區運作的相關問題；下列為此小組在「建

立信心措施」的工作方向：第一，擴大透明化措施：如軍事人員的接觸；情報交

流；演習預告及開放觀察；軍事預算、採購、計劃透明化、國防報告書出版。第

二，支持全球武器管制條約體制：如「禁止核武擴散條約」、「禁止使用生物武器

公約」、「全面禁止核試條約」及不首先使用核武政策及加強「國際原子能總署」

的安全機制。第三，擴大現有合作基礎：如擴大參與美國、日本與俄羅斯的「海

上意外協定」，並將海上安全納入其議題。第四，發展新的多邊安全途徑：支持

印尼所召開非官方的「處理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及南韓所建議的「東北亞安全

對話」。 
 

(五)建立信心措施(ISG-CBM) 
東協的老成員之間，老成員與新成員之間及新成員之間存在著不少問題，如

歷史遺留下來的邊界、海域爭端，民族、宗教矛盾，政治制度隔閡，經濟發展水

平的差距等等。這些矛盾與問題影響到成員間的信任與團結，並有可能引發衝突。 
另一方面，九○年代初東協各國競相擴充軍備，又加劇了彼此猜疑。東協認

識到，在冷戰後新的安全環境下，惟有信心建立釋出善意，化解區域內國家間的

敵意與增進各國瞭解，避免因為誤解而製造不必要衝突，是東南亞國家增進區域

安全的政治手段之一。46 

                                                 
45 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探討》(台北：五南，1994 年 12月)，
頁 250。 
46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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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建立信心措施，是指為緩和緊張局勢、減少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制定的

深思熟慮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措施，它還謀求使軍事意圖明朗化，以通過加強資

訊交流來促進信任，使國家關係更易於預測，由此減少發生衝突和突然襲擊的可

能性，其基本目的在於增加各國間的透明度。其基礎是：相互平等、不干涉內政

及和平解決衝突：47 
1.相互平等 

相互平等對促進東南亞國家間的瞭解與合作，是不個不可或缺的基礎。東南

亞國家之問無論在人口、領土面積、經濟條件、軍事力量、物質資源、種族構成

及地緣政治地位上，都十分不對稱。東南亞各國都瞭解，每個國家都有其安全上

的脆弱，如果不彼此做出妥協，任何一國都無力解決其安全困境。由於每個國家

都有其安全上的脆弱點，例如越南目前依賴其他東南亞新興工業國，如新加坡及

馬來西亞持續支持與投資；相對的，新加坡需要馬來西亞供應自來水。由於東南

亞都處於相對的脆弱性，使得各國放棄了以暴力謀求國家的平等性，在不盡然令

人滿意的環境中，取得最大的國家利益。 
2.不干涉內政 

不干涉原則是東協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測之一，在這個基礎上，為了本國的

長期利益，東協國家互相克制不涉入其他國家的內部問題。「東協方式」(ASEAN 
Way)是優先目標是維持區域安全的現況與穩定，積極的干涉或是特定的政治統
治形式，帶來的激盪不單對區域安全投下了變數，甚至對其他東協國家現有的統

治安全都有負面的影響。 
3.和平而非武力解決衝突 

東南亞友好暨合作條約中強調，締約國在任何時間、任何衝突，不得威脅或

使用武力，應採取友好談判的方式解決。此點重要性在於，東南亞各國由於牽涉

的戰略地緣關係、領土衝突，種族問題等問題太過複雜，如果各國不同意採取和

平及非武力的方式解決彼此的衝突，無異又將東南亞一觸即發各種潛在衝突，隨

時升高到武力對抗局面。 
目前東協國家對於建立信心措施的推行不如歐安會議一般，因為東協國家不

同於歐洲的環境、歷史、人文等因素，使得東協國家對於「建立信心措施」的看

法如下：第一，強調建立信心的過程而非建立制度；第二，以建立信心為先，而

非軍事合作。第三，建立信心措施具體內容尚未明確，仍有待努力；第四，強調

綜合性安全而非單一軍事領域。 
 

(六) 南海地區行為準則 
冷戰結束後，東南亞國家對中共地位的迅速提升十分警惕(中國威脅論)，對

南中國海主權爭端尤其敏感，並將其列為威脅東南亞地區安全的首要問題之一。

1992年7月22日，東協第25屆外長會議通過「東協有關南中國海宣言」(the Manila 

                                                 
47 Malcolm Chalmers, Confidence-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U.K.:Westview Press, 199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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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48在東南亞地區建立一套國際行為準則，是

東協集體首次在這一問題上進行合作，並採取共同立場，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49 
該宣言儘管內容溫和，卻已成為東協手上的一張強牌。一旦有關國家簽了

字，就要受其牽制。顯然，東協通過合作，大大增強了在南中國海爭端上的發言

權。此外，該宣言的發表也意味著南沙爭端已被東協國際化了，這使問題更加複

雜和更難解決。東協有關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積極合作，相互支援，其目的是

聯合起來與中共談判。東協內部有關各方則將分歧暫時擱在一邊，尋求相互合作

與支持。 
    1999 年，東協提出通過一份「東協與中共南海區域行為準則」的建議時，

中國大陸採取強烈反對態度。但逐漸的，中共不但不反對，也提出自己的南海行

為準則版本，進而希望南海行為準則早日出爐。東協會員國當中，越南與馬來西

亞對菲律賓所草擬，後來經泰國整合修訂的東協南海行為準則版本的適用範圍，

以及部份的文字規定持不同立場。越南堅持將西沙群島列入準則規範範圍之內；

馬來西亞有不同意見。近一、兩年來，中共與東協進行幾輪的磋商，已把南海行

為準則內容有爭議的部分逐步消除，所剩困難或歧見已不多。 
    2002 年 7月所舉行的東協外長會議當中，東協會員國已達成通過一個有

關南海政治宣言的共識。2002 年 10月 11日，東協資深官員會議在柬埔寨金邊

舉行有關南海政治宣言或行為準則的最後整合磋商。經長時間談判，東協十個成

員國和中共已在 2002 年 11月 4日正式簽署南海地區行為準則。50 
 

(七)軍事領域合作 
東南亞區域內各國均以雙邊的軍事同盟進行相互防禦，以確保國家安全。另

外，區域內歷史悠久且是唯一的多邊軍事同盟英國、澳洲、紐西蘭、馬來西亞及

新加坡共同組成的五國防禦安排」(Five powers Defence Arrangements) ，也在澳
洲積極推動下，藉由軍事演習與共同防禦，保障訂約國(主要星、馬兩國)在東南
亞區域的安全。此一多邊軍事同盟在建立東南亞區域安全與軍事合作的連結作

用，以及中級強國一澳洲在此發展過程的關鍵地位，藉以呈現東南亞區域內缺乏

集體安全組織，除藉由軍備現代化、經由「東協」討論區域安全議題外，也運用

雙邊或多邊軍事合作或多邊軍事盟約，來確保國家安全。 

                                                 
48東協在該「宣言」中表達了解決南中國海問題的四點基本立場：第一，以和平手段解決南中國

主權和管轄權爭端，不訴諸武力；第二，敦促有關各方自我克制，創造良好氣氛來解決爭端；第

三，在不損害在該地區有直接利益的國家主權和管轄權情況下，商討各方就該地區的航行、交通

安全、保護海洋環境、對付海盜、販毒、走私等方面進行合作的可能性；第四，邀請有關各方簽

署該宣言。參考潘日輝，〈南海問題研究〉網路資料，

http://home.kimo.com.tw/strategicstudy/comment/7/4.htm 
49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1997 年 3月），頁 67。 
50《中國時報》，2002 年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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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戰結束後，東協成員間的雙邊軍事合作不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了。原有

的雙邊軍事合作仍在繼續，而越南等新成員也在積極謀求參與合作。 
印尼與馬來西亞從七○年代起就舉行海空軍聯合訓練，九○年代仍在繼續，

陸軍也加入了，雙方還共同購置某些軍備與補給，共同使用維修設施。此外，雙

方的員警部隊也開展了聯合訓練。印尼與新加坡空軍自 1986 年起開始共建空軍

靶場等訓練設施。1994 年又建立了一個現代化的空軍訓練設施，並向馬來西亞

空軍開放。51印尼與新加坡海軍還於 1992 年 7月簽署「聯合巡邏協定」，維護海

上安全。新加坡與馬來西亞也在 1989 年 5月舉行第一次陸地演習，並在 1991
年及 1992 年繼續舉行，以後則成為年度的慣例。從 1991 年 1月起，印尼及馬來

西亞決定擴大雙方的合作關係，在麻六甲海峽進行聯合巡邏。其他如馬來西亞及

汶萊的安全合作，以及新加坡與汶萊間的安全合作，都在近年來日益緊密。52此

外，早在越南正式加入東協前，菲律賓軍營中已有越南士兵在接受訓練。越南入

盟後，與東協老成員的軍事交流也很活躍。 
隨著東南亞各國武器裝備水平的提高，軍事合作的專案也在改進。東協成員

的雙邊軍事演習的層次與規模都有所發展，演習內容從海上擴大到空中和陸地，

從單一兵種擴大到多種兵種，從打常規戰訓練升級為高科技戰爭和多軍種協同作

戰訓練，等等。 
 

(八)反恐跨國合作 
美國「911事件」及「巴里島爆炸案」激勵了東協各成員國，他們通過實質

的措施來共同對付恐怖主義活動。這反映出，東協各成員國比過去更願意在反恐

方面展開合作，通過更頻密的情報交換，來制止恐怖分子在該區域的活動。面臨

反恐的區域新局勢，東協成員國展開了一系列的相關會議，共同研商如何在這項

敏感的課題上加強聯系、合作，擬定共同的策略和步驟。 2003 年 6月，東協國
家在越南首都河內舉辦，第三屆打擊跨國犯罪高官會議，會中東協一致認為，當

前加強打擊跨國犯罪的優先領域是打擊恐怖主義、海盜、販賣人口、毒品犯罪等

活動。各國表示將交換技術資訊和業務資訊，交流打擊跨國犯罪的經驗，加強組

團互訪和人員培訓，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東協各國加強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

罪。有關東南亞國家反恐作為，將在第五章第三節有更詳細分析與研究。 
 
貳、東協與區域外強權之安全互動  
一、區域強權互動背景 
東協是在東西方冷戰的夾縫中成立的。冷戰時期美蘇加緊對東南亞的爭奪，

東南亞各國為了避免成為大國盤中的棋子，不得不在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

方面加強聯合。東協就是東南亞國家力求擺脫大國的控制，共同確保自身安全和

                                                 
51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193。 
52李國雄，〈東協安全機制的演變與區域秩序〉，《問題與研究》，34卷 9期 (1995 年 9月)，頁 21-40。 



 70

經濟發展的產物。可以說，東協的成立本身就帶有東南亞國家試圖平衡美、蘇的

考慮，只是當時的國際環境使東協的這一意圖難以實現。 
冷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發生了結構性的根本變化，美、蘇兩級格

局宣告瓦解，美軍在東南亞區域的全面撤退，雖然引發了東協國家對於區域戰略

平衡的憂心，但是東協經濟上的高速成長、本國信心的強化、不願依靠某一個強

權引發其他強權不必要疑忌的外交立場，曾一度弱化了美國在東南亞維護其利益

的能力。53在東南亞地區正在形成的新的戰略格局中，美國、中共、日本、俄羅

斯四大國發揮者舉足輕重的作用，四大力量的消長與組合，在相當大的程度上決

定著亞太地區的未來。 
從實力對比來看，美國仍然是最大的一級，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有全

面的影響，但與冷戰時期相比，地位相對衰落。「911事件」之後，美國為達成
反恐及戰略圍堵中共之目標，美國勢力已有重返東南亞之趨勢。 
日本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正努力向政治大國邁進，而

且軍事潛力很大，企圖最終實現能與美國共同支配國際事務，達到「有事協商」

的全球性政軍經強權地位。54但是，由於受亞洲金融風暴與中共崛起之兩項重要

因素，目前對東南亞區域勢力及事務之影響逐漸衰退中。 
中共歷經二十年的改革開放，已被普遍認為是下個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力量

之一，在亞太和世界事務中必將發揮更大的作用。55 
俄羅斯目前實力雖不能與前蘇聯同日而語，但它份量猶存，在政治、軍事方

面的作用仍不可小隙。 
東協國家隨著經濟的崛起和自身的發展壯大，在亞太地區的影響逐漸擴大，

但尚達不到與四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它要在亞太事務中發揮超越其自身實力的

作用，就必須採取特殊的大國外交策略。 
 
二、運用「權力平衡」大國外交安全戰略 
東協主動積極推展「權力平衡」大國外交安全戰略，謀求與大國合作推動區

域國際機制建設，爭取建立一定程度上與大國的力量平衡，並提升自己的戰略地

位與主動性，是東協「權力平衡」戰略的主旨。56為東協在亞太地區的政治、經

濟、安全領域發揮的特殊作用及影響不斷擴大。具有以下幾點特色： 
 
 
 
 

                                                 
53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60。 
54張亞中、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年報》（台北：遠景，2002 年 6月），頁 27。 
55《ASEAN》，〈ASEAN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www.aseansec.org/4979.htm 
56胡九龍，〈試論冷戰後東盟與美國在亞太安全事務中的新關係〉，《國際政治》，6期 (2001 年) ，
頁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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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調大國矛盾，力爭主導地位 
中(共)、美、日、俄在亞太地區都擁有重要的經濟、政治和安全利益，對本

地區都投入相當的關注。美國力圖繼續主導亞太事務，為此提出了以「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APEC)」為核心的「新太平洋共同體」和「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
地區經濟安全新戰略；57日本則推出「經濟側重亞太、政治倚美入亞」的雙軌戰

略，力圖構築以亞太經合會和東協區域論壇為核心的雙重機制；58中共在東亞地

區有著全面的利益，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對中共的現代化有著十分重要

的意義並試圖改變東南亞國家「中國威脅論」59看法；俄羅斯也正在試圖恢復其

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四國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取得了共

識，但在具體做法上分歧較大。目前，沒有一個國家在亞太地區擁有壓倒性的支

配地位。 
由於歷史有國情的原因，東南亞國家對各大國均存在某些疑慮、矛盾和問

題。東南亞國家也深知大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戰略利益並不完全一致，矛盾與衝突

時時存在，偏偏東南亞是各大國必爭之地，大國間的過分合作，可能損害東南亞

國家的利益，而大國之間的矛盾激化，更會危及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既

然各大國的行動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東協就應該出面組織多邊對話，協調大國

矛盾，以避免矛盾激化；同時，又利用大國之間的矛盾，使之相互牽制，為實現

東協自己的各項目標及國家利益，爭取一個左右逢源的有利地位。 
 

(二)積極引進力量，利用多邊機制 
面臨二十一世紀，東協國家很明顯地仍然希望美國，能在東南亞地區保持安

全上的存在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東協國家也不願被美國等東南亞國家以外的強

權所擺佈。再者，完全依賴美國的力量可能會招致其他新興強權國家不必要的猜

忌，所以東南亞國家力圖以自己的力量，利用的各種多邊機制，60在外交上採取

主動，主導東南亞地區安全事務走向。 
「東協部長會議」、「東協部長後會議」和「東協區域論壇」是東協所倚重的

核心機制，每年相繼召開。 
東協透過「部長會議」來加強與地區外的國家進行多方面對話，會議討論的

內容涉及包括地區安全、世界經濟形勢、經濟和政治合作在內的綜合性問題。 
                                                 
57林曉光，〈試論美國亞太戰略的新調整〉，《國際問題》，1-2期 (1997 年)。 
58林仲涵，〈1996-1997 年東盟形勢報告〉，《中國戰略與管理研究》， (1997 年)。 
59冷戰結束初期，美蘇軍事力量撤出東南亞，東南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具有足夠的政治、經濟或

軍事力量成為東南亞區域的安全守護者或保證者，這種安全局面引發了「權力真空論」的討論，

更在爾後隨著中共國家力量的上升，產生了「中國威脅論」的聲音。中國威脅論的聲音大約在美

國從菲律賓軍事基地撤退的 1992 年開始出現。當年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亞洲部主任穆

諾(Ross H.Munro)在〈政策評論〉(Policy Review)季刊發表文章，指出中共近年來積極自前蘇聯

取得先進武器，將顯著提高北京對中國大陸領土以外地區的軍事干預能力。他指出北京視蘇聯的

崩潰，及美國自菲律賓蘇比克灣及克拉克空軍基地撤退，為加強其亞太地區地位的最好機會。參

考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1997 年 3月)，頁 61。 
60李奕鵬，〈試析東盟的平衡大國外交戰略〉，《東南亞研究》， (1998 年) ，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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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部長後會議」的主要議題也已經從過去的援助問題改變為可以討論地

區形勢、地區安金和平等合作等諸多問題。對外則強調由東協主導區域安全對

話，在排除外來強權掌控東南亞區域安全的前提下。 
「東協區域論壇」是典型的平衡大國外交的產物，它是目前亞太地區唯一成

型的多邊安全合作會議，現有包括美、日、中、俄等大國在內的 23個成員國。
東協的主要目的是利用「東協區域論壇」建立信心措施，使不同類型的國家在維

護地區安全與防務問題上進行合作；展開預防外交，防止衝突的發生和衝突的升

級；探討解決衝突的機制，最終形成以東協為核心的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多邊合作

機制。61 
除了上述的會議之外，「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東亞經濟核心會議」

(EAEC)及「亞歐會議」(ASEM)也是東協發揮其亞太作用的重要機制，論壇有很

強的交叉性，囊括了亞洲、歐洲、美洲及大洋洲四大洲的幾乎所有有影響的國家，

這就使東協不僅在區域內，還有可能在區域外對有權國家進行大國外交戰略，及

擁有更大的迴旋餘地。62 
 

(三)根據不同領域，持續合作交往 
在政治領域，東協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人權、價值觀、環境保護等國家內部

事務上存在矛盾和分歧。東協認識到在這一問題上與中共有共同立場，因此，借

重中共日益上升的政治影響力，積極與中共合作，共同抵制西方國家對其內政的

干涉。中共過於強大也不符合東協的利益，所以東協在一些問題上又同美日合

作，力圖削弱中共的影響。 
在經濟領域，由於東協主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希望落空，便開始轉向

爭取向中共、日本和歐盟進行新的經濟合作。1990 年底，馬來西亞總理馬哈地

就提出建立包括東協、日本、中共、南韓、台灣地區在內的「東亞經濟集團」

(EAEG)。在美國政府的強烈反對下，「東亞經濟集團」改為「東亞經濟核心會議」
63到 1993 年才正式建立。東協成立「東亞經濟核心會議」有利用中、日、韓的

資金技術促進東協經濟的發展的考慮，但主要目的在於對美國企圖主導和控制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進行反控制，並借重中共和日本以加強東協的國際政治經

濟地位。由東協倡導的亞歐會議明確地將美國排除在外，也顯示了東協利用了歐

洲牌對美國進行牽制的意圖。 
在安全領域，東協平衡中共的傾向較為明顯。這因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在冷戰

時期相互隔閡、且存在領土和海域糾紛台灣海峽局勢尚未確定等因素有關。東協

不僅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保持 10萬駐軍，還積極引進英國和澳洲的軍事力量加

                                                 
61《ASEAN》，〈Political and Security：Overview：ASEAN Regional Forum〉，
http://www.aseansec.org/92.htm 
62袁珠盈，〈冷戰後東盟的亞太戰略〉，《國際政治》，4期 (2001 年) ，頁 110-113。 
63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1997 年 3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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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平衡。1995 年東協各國與美軍進行的雙邊或多邊聯合軍事

演習就達 29次。 
 
三、大國影響力之消長 
二十一世紀強權在東南亞區域內的權力消長，中共區域霸權的成型欲爭取東

南亞的區域主導權，使東南亞在經歷美、蘇傳統強權的勢力糾葛後，再次面臨嚴

峻的挑戰，並積極拉攏美、日、歐盟，來制衡中共。此外，印度正積極推展「東

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 ，希望與東南亞各國建立友好合作關係。64  
俄羅斯企圖與東南亞國家修好，並建立戰略伙伴關係，提高其在東南亞地區

的戰略地位。越南便是俄國勢力通往東南亞的通口，而普丁訪問越南，反對 NMD
和 TMD，以及願意出售武器，就是重新走向東南亞的第一步。不過俄國無能力

給予經濟利益，受到東南亞重視或彼此發展空間不大。 
當前東南亞各國之需是經濟高於政治，經濟復甦與發展是主要考量，自然對

美、日、和歐盟的投資和市場(或是中共市場)興趣較高。居於地緣政治之故，東
南亞必須看中共的動靜和臉色，尤其是東南亞也覬覦中國大陸的廣大市場，不過

對於東南亞而言，中共的軍事壯大，以及欲爭取東南亞區域的霸權，使東南亞深

受中國的威脅。65在威脅之餘，拉攏美日歐盟並不緊緊只是為了經貿利益，更大

的目的是安全利益，來制衡中共。 
在 1996 年印度正式參與東協區域論壇，最近又與越南簽署軍事合作，跟馬

國和星國之印度裔加強關係更積極與東南亞佛教國家加強宗教文化聯繫展現出

軟性外交，來擴大與東南亞接觸與聯繫。相對地，東南亞國家也開始打「印度牌」，

除繼續「東向」發展外，也注意到「西向」，爭取南亞市場取得區域優勢。662003
年 10月 7日，巴里島高峰會印度繼中共之後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雙方

關係大為提升，東協希望將「東協加三」變成「東協加四」，將印度納進來。 
中共也積極「南向發展」，進行全方位外交，除欲替代台灣南向政策的經貿

地位外，最重要者就是建立中共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因此，積極開拓雙邊貿

易以及加速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並給予援助，政經外交動作頻頻。以經濟掛帥的

中共國際形象，企圖消除政經勢力興起的「中國威脅論」。67 
2001 年 11月簽訂「中共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一致同意在 10 年

內建立「中共─東協自由貿易區」。2002 年，中共同東協一道就最敏感的南沙群

                                                 
64 宋鎮照，〈近期東南亞各國安全之內外變數與可能發展〉，東南亞安全情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

座談會，遠景基金會主辦，2001 年 4月 17日。 
65《ASEAN》，〈ASEAN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www.aseansec.org/4979.htm 
66《ASEAN》，〈ASEAN-India Dialogue Relations〉，http://www.aseansec.org/14802.htm 
67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冷戰後亞太國家的安全戰略走向》(北京：時事出版社，1999 年)，
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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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問題簽署了「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以及「非傳統安全領域合作聯合宣言」，基

本上已經擱置這些爭議。68 
2003 年 10月 7日，巴里島高峰會中共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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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五)911事件後，近來美國與東南亞在軍事及反恐作為方面的關係日漸

密切，美國在東南亞積極建立或尋找軍事基地，例如新加坡的樟宜 (Changi)海軍
基地便為美國航空母艦提供了極佳的停泊地點，而美國海軍已經積極地和馬來西

亞、菲律賓、汶萊、印尼、泰國等進行軍事合作，美國軍艦可進入到上述國家的

基地和港口，進行維修與補給。 
據說美國也想要在俄羅斯租約到期後承租越南的金蘭灣 (Kimlan Bay)基

地，進而逐步完善美國海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70其目的要讓美國在東亞的

十萬駐軍發揮影響力，從東北亞延伸到南亞或中亞，東南亞是一個重要跳板與中

繼站；無法掌握東南亞，便無法持續美國在南亞與中亞的優勢。除了軍事基地的

利用以外，美國持續與部分東南亞國家進行軍事演習或交流，確保其在東南亞的

影響力。71 
 

(六)在東南亞地區，日本一心一意希望施加其對東協的影響力，力圖以

經濟實力同中共爭奪區域外交的主導權。2002 年 1月 9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
郎對菲律賓、馬來西亞、泰國、印尼和新加坡等東南亞五國進行工作訪問。小泉

此次旋風之旅的主要目的，是向外界宣示日本對東南亞國家和與該等國家發展經

貿關係的重視，以保持對東協經濟外交上的影響力。小泉與東協五國領導人探討

和簽署一系列經貿合作協定，並就雙邊問題和阿富汗形勢及地區反恐合作、共同

打擊跨國犯罪等交換意見。 
小泉發表「共同行動，共同進步」演說，主要有五項內容：強化日本對東協

的經濟政策關係；加強在東亞的國際開發；文化交流；人力資源開發；和應對地

區「軟性安全威脅」方面的合作。72 
2003 年 12月 11日首度在東京召開，在其他海外地區舉行東協領袖特別高

峰會，日本政府為了展現誠意並加強和東協的關係，將以三年為期，大手筆投資

十五億美元，全方位協助東協各會員國培育專業技術人才，預計將多達四萬人。

                                                 
68《中共仙桃投資》，〈中國與東盟宣言共避南海衝突〉，http://www.xttzw.com/dm/news/news55.htm 
69《聯合理財》，〈睦鄰、安鄰、富鄰，中共新外交思維〉，

http://archive.udn.com/2003/10/8/NEWS/FINANCE/FINS4/1606165.shtml 
70黃奎博，《2002-2003亞太形勢發展與展望「美國與亞太關係：反恐優先、穩定第一」》(台北：

遠景，2003 年 1月)，頁 95。 
71《Jane’s Intelligence（詹氏情報網）》，2002 年 08月 12日，
http://janes.com/security/international_security/news/jid/jid020812_1_n.shtml 
72張亞中、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年報》(台北：遠景，2002 年 6月)，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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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日本政府提供前述援助的主要目的，除了一方面既可縮小東協地域的經濟差

異，同時也可藉此推動東協整體經濟一元化及競爭力。 
 
由以上東協與區域外強權之安全互動的分析得知，冷戰結束後，亞太地區形

成了以美國、中共、日本、俄羅斯、東協為主的五大政治力量。其中東協作為唯

一的由中小國家組成的國家集團，實力雖然有限，但卻在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和

安全事務中發揮者舉足輕重的贛桿作用，關鍵在於它實行了一種特殊的「權力平

衡」大國外交安全戰略。除在地區內部推進區域主義外，東協還積極開展與地區

外大國之間的多邊安全合作。 
對東協來說，任何一個東協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任何一種

內部的雙邊合作或與集團外大國的雙邊合作也不足以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而以

集體的面目與地區外的其他大國展開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可以在三個層面上緩

解東協的現實和潛在的安全壓力：其一，進一步提升東協國家的整體安全意識，

鞏固東協內部的團結和合作；其二，通過展開與地區外大國的多邊安全對話，增

進與大國之間的互信關係；其三，通過多邊安全對話，為各大國提供一個協商和

合作的機制，促進它們之間關係的緩和，防止因大國之間安全困境的發展而危及

東協的安全，緩和整個東亞地區緊張局勢，並為建立地區多邊安全保障機制創造

條件。74 
 
 
 
 
 
 
 
 
 
 
 
 
 
 
 
 

                                                 
73《奇摩新聞(中央社)》，〈日本將斥資十五億美元為東協培育專業人才〉，
http://tw.news.yahoo.com/2003/12/11/international/cna/4418473.html 
74《ASEAN》，〈Political and Security ：Overview〉，http://www.aseansec.org/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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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協區域論壇安全機制與運作 
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在冷戰結束之後，呈現愈加複雜的面貌與發展，維持區

域和平的機制也逐漸多樣化。區域內傳統兩極對抗與圍堵已不復存在，但是影響

區域安全穩定的問題卻層出不窮；美國軍事存在依然是此區域的主要穩定力量，

但是卻面對越來越多的軍事戰略與安全政策的挑戰，東亞國家也逐漸展現更為自

主的政策與態度。因此有主張以多邊主義方式討論區域內更為複雜的安全問題，

在此理念之下，東協區域論壇於是出現，希望以多邊方式推動亞太區域和平與安

全的概念對話和衝突解決。 
 
壹、東協區域論壇之成立背景與過程 
一、亞太地區多邊安全機制之演進 
多邊外交(multilateral diplomacy)逐漸在各種國際、區域和次區域的議題上發

揮相當的功效並且受到學界的注意，多邊外交通常是指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以

永久性或特殊的組織、會議或對話方式處理特定的議題，早在聯合國於 1945 年

成立之時，多邊外交就在國際事務的舞台上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75冷戰結束之

後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發展，提供了區域多邊外交、會議或對話機制建立的

機會，在區域內以多邊主義方式處理區域內的相關問題，尤其是經濟以及貿易問

題，更使得各國對於在區域內以多邊外交方式處理安全問題提供了許多經驗與機

會。 
冷戰早期美國雖然嘗試在此區域建構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型態的多邊安全機

制，也成立了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但是多邊主義在此區域並沒有因此而深
入扎根，影響各國的對外態度與外交行為。761967 年成立的東南亞國協以及 1989
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成立，使得亞太各國逐漸於接受區域多邊主義方

式與機制來處理區域內的相關議題。 
在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無論是對話或者是政策的協調，均是一項新的嘗

試，在這個區域，雙邊的軍事協定與合作一向是被用為維持國家安全與區域和平

的重要機制與作法。雙邊的軍事合作在冷戰之後，仍然是被視為維持這個區域的

主要的安全建構機制。例如從美日安保條約、美韓軍事同盟、美菲軍事合作，以

及美澳紐軍事協定等，均是以雙邊軍事合作做為維持區域國家本身的國家安全與

區域穩定的作法。77 
在亞太地區建構多邊安全機制一向不被看好。早在東協區域論壇(ARF)成立

之前，已經有不少亞太國家領袖提議建立亞太多邊安全體系，但均未能實現，例

如蘇聯的布里茲涅夫(Leonid Brezhnev) 在 1969 年就已提議成立一個亞太集體安

                                                 
75王逸舟，〈多邊主義和多邊外交理論〉，《世界經濟與政治》， 10期(2001 年 7月) ，頁 1-5。   
76Michael W. Everett and Mary A. Sommerville, Multilateral Acitiv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70. 
77 Michael W. Everett and Mary A. Sommerville, Multilateral Acitiv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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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系(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戈巴契夫(Mikhail Gorbachev)於 1985
年上臺之後，至少有兩度鼓吹在亞太地區成立類似歐洲安全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機構，蘇聯外長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
於 1990 年在海參崴演說時，再度提出同樣的建議。78此外，南韓總統盧泰愚於

1988 年曾提議成立一由美、蘇、日、中共及南、北韓所組成的六國諮詢會議

(Consultative Conference)，來討論處理東北亞有關安定、進步、繁榮的問題；1989
年，蒙古亦建議成立一個八國(蒙古、美、加、蘇、日、中共及南、北韓)論壇；
1990 年，澳洲外長伊凡斯(Gareth Evans)則提出成立亞洲安全合作會議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的建議，而加拿大外長克拉克( Joe 
Clark )也在同年 7月倡導成立北太平洋合作安全對話(North Pacific Cooperative 
Security Dialogue)，將已經在歐洲實行成功的信心建立措施應用到亞太地區。然

而，這些建議並未受到廣泛之支持。79 
自 1991 年起「東協部長後會議」(ASEAN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PMC)

成為安全對話管道，但它的進行是由東協與對話夥伴國分別一一舉行。1992 年

初東協高峰會議就加強地區政治、安全對話達成共識。1993 年 7月在新加坡舉
行的第 26屆東協部長會議特別安排了東協 6個成員國、7個對話夥伴國、3個觀
察員國和 2個貴賓國共 18個國家外長參加80，在一個非正式的晚餐中彼此交談

區域安全問題。期間，各方同意於 1994 年在曼谷召開 「東協區域論壇」，就地

區政治、安全問題進行非正式磋商。這是亞太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東協區域論壇」

產生的由來。 
 
二、東協區域論壇會議功能 
由於東協區域論壇組織結構鬆散，因此在區域安全事務方面，其主要功能在

提供亞太國家進行多邊安全對話之管道，發揮共識建立與協商合作之效果。在基

本架構不作大幅度調整的前提下，東協區域論壇尚無直接介入亞太各爭端的企圖

與能力，故不同於聯合國直接執行「預防外交」，而只能扮演推動者的角色，催

化安全概念之建立，為和平解決爭端提供普遍準則與規範。 
東協區域論壇與會國家主張採漸進發展步調，維持目前的「論壇」模式，藉

由大範圍、雙重軌道，以及頻繁的多邊對話，將「預防外交」之觀念灌輸至各國

國防及軍事安全政策中，以促進區域和平之建立。例如長期以來南海主權爭議與

朝鮮半島危機，各國皆認同在這些爭端上實施「預防外交」將有助於維持和平，

                                                 
78Amitay Acharya , Multilateral Acitiv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1-186.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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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14。 
80 六個成員國(包括汶萊、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泰國)、七個對話夥伴國(包括美
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紅蘭、南韓和歐洲聯盟)、三個觀察國(包括越南、寮國、巴布紐幾

內亞)和兩個貴賓(中共及俄羅斯)等十八個。ASEAN Regional Forum，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5 Jul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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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衝突擴大。雖然中共傾向循雙邊管道解決南海問題，使得東協區域論壇所成

立的「處理南海爭端會議」成效有限。不過，歷年來由印尼召開的「南海會議」，

其所達成的「信心建立」成就，有助於發揮「預防外交」的效果，2002 年，中

共與東協簽署了「南海各方行為宣言」，擱置主權共同開發達成協議，為創造區

域和平與發展而努力，此類協商模式值得參考學習。81 
 
三、東協區域論壇的宗旨與目標 
「東協區域論壇」成立之基本宗旨，是希望亞太區域內國家能針對彼此關切

且具共同利益之政治及安全議題，培養起建設性對話之習慣。82根據第一屆「東

協區域論壇」年會主席聲明所指出，「東協區域論壇」的目的在於促使亞太地區

國家，就共同利益和關切的政治及安全問題，培養建設性對話和諮商的習慣，期

望對亞太地區之信心建構與預防外交上做出貢獻，83並將「東協區域論壇」界定

為「高層次的諮商論壇」 (High-level Consultative Forum)，俾就區域內政治和安
全問題進行公開對話及諮商，以討論和緩和「東協區域論壇」參與者間之不同觀

點，藉以減少安全事務上的危機。84其次，「東協區域論壇」基於「綜合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概念，雖以探討軍事和國防之相關問題為核心，但是

也探討非軍事之安全問題，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其他問題。 
「東協區域論壇」採取漸進三階段達成亞太安全議題的目標：建立信心措施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與解決衝
突機制(Approaches to Conflict Resolution)。並且前兩階段的進行可以同時並進。

三階段要達成的目標都不同，這也是「東協區域論壇」基本的原則，主要由論壇

來信心建立措施，進而使各國的政策透明化，預防外交是第二階段，但是也可以

與信心建立措施同時推動，最後，也是遠程目標完成解決衝突的機制。85「東協

區域論壇」強調的是循序漸進，盡量取得各國全體的共識來發展相互的信心，避

免誤會的發生，因透明化而更瞭解彼此。 
 
貳、東協區域論壇之組織與運作 
一、東協區域論壇的基本架構：  

(一)組織成員 

                                                 
81《中共仙桃投資》，〈中國與東盟宣言共避南海衝突〉，http://www.xttzw.com/dm/news/news55.htm 
82 林達，〈東協區域論壇角色及功能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7
月)，頁 20。 
83《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5 
July 1994〉，http://www.aseansec.org/3621.htm 
84《ASEAN》，〈ASEAN Regional Forum，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Bangkok，25 July 1994.〉， http://www.aseansec.org/4979.htm 
85《ASEAN》，〈Political and Security：Overview：ASEAN Regional Forum〉，
http://www.aseansec.org/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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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區域論壇由全體東協成員國、對話夥伴 (Dialogue Partners)、諮詢夥伴
(Consultative Partners)及觀察員 (Observers)之外交部長或其代表所構成，主要會
議皆是由這些國家之外長出席參與。86成員名單及入會時間如下：1994 年東協區

域論壇的創始會員國共有十八個(參考前註)、柬埔寨 (1995 年入會) 、印度與緬

甸(1996 年入會) 、蒙古(1998 年入會) 、北韓 (2000 年入會)，其中歐盟 15國是
以團體的身份參加，截至 2003 年為止，東協區域論壇目前共有 23個成員，英國
與法國曾表達以個別國家身份參與的意願，但未獲得同意。87 

 
(二)入會條件 

依據第 3屆年會之主席聲明，東協區域論壇對接受新會員設定以下標準：第

一，新會員必須信守東協區域論壇的主要目標及先前的決定與聲明，所有東協的

會員自動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參與者；第二，新會員必須為主權國家；第三，新

會員必須與東協區域論壇主要活動的地理足跡 (Geographical Footprint)，亦即東
北亞、東南亞、及大洋洲的和平與安全能夠有直接影響，在短期的未來，東協區

域論壇無意將其活動擴大超越上述地理範圍；第四，對會員的增加必須有所管

制，採取逐漸擴充原則，以確保東協區域論壇的效率；第五，接受新會員必須確

認該會員的參與對東協區域論壇所欲完成的主要目標是必要的；第六，所有新會

員的申請，必須向東協區域論壇的主席提出，並經主席在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

會議向所有會員國諮商，確定獲得共識，才由部長會議進行核可。88 
 

(三)會議召開 
目前已確定東協區域論壇將每年舉行年會，由各參與國家派外長出席年會，

而年會是輪流在東協國家舉行，慣例是在每年的七月底或八月初舉行，東協秘書

長(Secretary-General of ASEAN)由第二次年會起參與會議。年會是在東協部長會

議之後、擴大外長會議舉行之前召開。 
東協區域論壇在短期的未來並沒有設立秘書處的打算，在東協區域論壇第一

屆年會所發表的主席聲明中，特別強調東協是東協區域論壇的首要驅動力

(primary driving force)。在作為第 2屆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聲明附件的「東協區域

論壇概念性文件(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 Concept Paper) 」中，亦表示東
協在東協區域論壇中扮演樞紐角色(pivotal role)，因此由輪值主席的東協國家提

                                                 
86《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THE THIRD ASEAN REGIONAL FORUM Jakarta, 23 July 
1996〉，http://www.aseansec.org/3612.htm 及 林達，〈東協區域論壇角色及功能之研究〉(國立政

治大學外交系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7月)，頁 26。 
87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1997 年 3月），頁 75。 
88ASEAN Regional Forum，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Jakarta， 23 July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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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秘書處的服務工作及協調東協區域論壇活動，而所有維繫東協區域論壇活動所

需之檔與資訊也由東協提供及存放。89 
除了每年一次的年會之外，東協區域論壇設有資深官員會議(ARF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在年會之前舉行會議，慣例是在每年的五月擇期舉行，90就

區域內有關之安全問題進行討論並向年會提出建言報告。在資深官員會議建議

下，東協區域論壇在年會與年會之間，也設有會期間輔助小組 (Inter-sessional 
Support Group，ISG) ，以及會期間會議 (Inter-sessional Meetings，ISM)，以協
助資深官員會議主席。前者負責信心建立議題，尤其是有關安全概念及國防政策

報告書之分析與建言，後者負責合作活動之分析與建言。91會期間輔助小組與會

期間會議是由東協區域論壇中之一東協會員國與一非東協會員國擔任共同主

席，並且在資深官員會議休會期間召開。凡此種種，都強化了東協在東協區域論

壇的主宰地位。92 
 
二、東協區域論壇的運作與特色 
就運作方式而言，亞太地區之多邊機制，不管是官方或是非官方、經貿性質

或是探討安全之組織，經常會陷入歐美途徑與亞洲方式或所謂「東協方式」93的

爭議。前者追求制度化與法治化，希望產生較具體之政策結果；後者強調共識的

精神、培養領袖間之情誼與信任感，儘量避免制度化、法治化，縱然進行制度化，

過程大都非常緩慢。94東協區域論壇之運作相當遷就於「東協方式」，95第一次東

協區域論壇年會沒有準備議程，參加會議的十八個國家外長(或代表)，圍繞著一
個主題發言，這是典型的東協模式。 

                                                 
89《ASEAN》，〈CHAIRMAN'S STATEMENT THE SECOND ASEAN REGIONAL FORUM  
Brunei Darulsalam, 1 August 1995〉，http://www.aseansec.org/3617.htm 
90林達，〈東協區域論壇角色及功能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 7
月)，頁 32。 
91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南投：暨南大學，1997 年 3月），頁 77。 
92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138。 
93所謂的「東協方式」被歸納為以下幾項特色：(1)在決策或執行上沒有清楚的格式；(2)常缺乏正

式的議程，議題是依其浮現之時機與形式作為談判的基礎；(3)它是共識建立原則的演練；(4)以

全體一致決作為決策的基礎；(5) 因為需謀求共識，故決策可能是一個冗長的過程而沒有固定的

時間表；(6)它是封閉而缺乏透明化的。Mak Jun Nom, “The ASEAN Process (`Way＇)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The Road to a Regional Arms Register?＂ paper 

presented to the MIMA-SIPRI Workshop, Kuala Lumpur, October 2-3, 1995. and Quoted in Paul M. 

Evans, “Assessing the ARF and CSCAP,＂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Forum, sponsored by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acific 

Forum CSIS, Taipei, September 1-3, 1997. 
94 Kerr, “The Security Dialogue in the Asia-Pacific,＂ 404-405. 
95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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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歷次年會所發佈之主席聲明，東協區域論壇的運作是基於以下幾項原

則：  
(一) 逐漸演進途徑 

根據東協區域論壇概念性文件，東協區域論壇採取的是逐漸演進途徑

(gradual evolutionary approach)，先求鞏固再求擴展、先從事容易著手再漸進入困

難的工作。基於此一原則，東協區域論壇將要推動的工作分成促進信心建立措

施、發展預防外交及發展解決衝突機制三個階段。96目前東協區域論壇仍處於第

一個階段，也就是促進信心建立的階段，但是有一些屬於發展預防外交機制階段

的工作，而與信心建立措施有重疊性質者，也已開始被推動。 
 

(二)共識原則 
第 2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之主席聲明指出，東協區域論壇並不訴諸投票來做

決定，而是在所有會員國仔細和廣泛諮商後經由共識方式來做決定，強調的是互

相尊重、平等、合作的精神，因此只要有任何會員國反對，就無法作成決定。 
 

(三)自願原則 
東協區域論壇對所推動之工作是採取自願主義(volunteerism)，鼓勵會員國：

第一， 從事政治與安全合作問題之對話與諮商；第二，將每年的國防政策聲明

提交東協區域論壇或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第三，增加會員國間軍事院校

首長之接觸與交流；第四，參加聯合國傳統武器之登記(UN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並將同樣資料遞交一份給東協區域論壇；第五，鼓勵會員

國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第六，積極支持國際上所接受之全球軍備管制與裁軍的

協定，特別是禁止核武擴散條約、化學武器公約、生化武器公約、特種傳統武器

公約。然而這些工作之推動是由會員國自行決定是否進行，並沒有拘束力。 
 

(四)雙軌並行 
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之主席聲明指出，東協區域論壇推動工作之方式是

雙軌進行。第一軌道活動由東協區域論壇會員國之政府來實行。在過去幾年當

中，第一軌道的活動除了由外長參加的年會及資深官員會議之外，尚包括由「會

期間輔助小組所召開的信心建立措施」(ISG on CBMs)會議、災難救濟(ISG on 
Disaster Relief)會議，及會期間會議所召開的搜尋與救援協調合作 (ISM on 
Search and Rescue Coordinationand Cooperation， ISM on SAR) 會議，以及專家
層次的國防院校首長會議、對外交與國防官員所舉辦關於區域安全的講習會、有

關維持和平(peacekeeping)的訓練課程、軍事醫學討論會、國防文件製作講習會等。 
第二軌活動是由戰略研究機構和相關的非政府組織來實施，例如亞太安全合

作理事會、印尼所召集的處理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泰國國際研究中心與新加坡

                                                 
96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 Concept Pap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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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所所贊助的東協—聯合國促進和平暨預防外交合作會議(Workshop on 
ASEAN-UN Cooperation for Peace and Preventive Diplomacy)、及其它民間學術機
構所召開關於探討信心建立、促進預防外交、解決衝突之會議，東協區域論壇均

表示歡迎與支持。 
在過去五年當中，由東協區域論壇會員國所推動的第二軌活動，包括預防外

交研討會、亞太地區綜合安全與合作研討會、防止核擴散研討會、維持和平研討

會、亞太地區信心與信任建立研討會、有關亞太安全與穩定的原則研討會等，所

有的東協區域論壇會員國均有資格參加這些第二軌的活動。 
第一與第二軌間是由東協區域論壇主席來負責聯結的工作。至今東協區域論

壇所表示關切之具體事件，計有南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核試爆及擴散問題、

柬埔寨問題。其中東協區域論壇鼓勵南海主權爭端國尊重國際法及東協 1992 年

之南海宣言、支持柬埔寨王室推動和平及經濟建設政策、呼籲南北韓恢復對話、

強調反核武擴散對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推崇建立東南亞非核區的觀念

等，由於中共認為兩岸是內政範圍，所以反對台海問題在東協區域論壇及亞太安

全合作理事會提出討論，因此，東協國家經常故意忽略討論影響區域安全此熱點

重要問題。 
 
三、東協區域論壇的成就及隱憂  
雖然東協區域論壇的功能受到不少人的懷疑，但是在亞太地區客觀不利的政

治環境下，東協區域論壇業已獲致值得肯定的成果。 
首先，東協區域論壇能夠將亞太地區的所有強權，包括中共、印度、俄羅斯、

日本、與美國，均納入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就已經是一件了不起的成就。 
其次，除了因中共堅決抗拒，而使台海問題無法在多邊架構中討論外，其他

爭議性的議題，諸如南海主權、防止核擴散、柬埔寨政治情勢、緬甸軍人政權鎮

壓民主力量、朝鮮半島等問題均被提出討論。97 
第三、雖然東協區域論壇採用共識決原則，致很難達成具體之決議，但是多

數意見的壓力也會產生一些效果，例如中共原本抗拒在多邊架構中討論南海主權

問題的事實，而且在此一問題的立場上已在 2002 年「南海行為準則宣言」獲得

妥協。 
第四，透過年會將會員國的外長聚集一堂討論關係亞太安全的問題，以及透

過其他第一、二軌道的對話。經由這些對話，使亞太國家對衝突的原因、彼此對

衝突問題的立場、以及解決之道有更深入的瞭解，亞太國家在對話中則不斷在培

養安全合作的精神與態度。 
 
 

                                                 
97 Amitay Acharya , Multilateral Acitiv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9-192. 



 83

(一)歷屆東協區域論壇主要議題及成就 
東協區域論壇自 1994 年成立至 2003 年，已經舉行了十次部長會議，會議期

間主要議題及成就宗整如附表 3─2：98 
 
表 3─2：東協區域論壇歷屆論談重點 

時  間 地  點 內   容

1994 

第一屆 
泰國 

會議主席聲明將東協區域論壇定形為一個高級官員的磋商論

壇，目的是就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問題開展建設性對話，為亞太地

區建立信心措施、核不擴散、維和、交換非機密軍事情報，海上

安全和預防外交六大領域開展合作，並同意論壇沿正式和非正式

亦即第一和第二軌道進。 

 

1995 

第二屆 
汶萊 

會議同意東協區域論壇繼續作為一個就地區政治和安全問題進

行公開對話和磋商的論壇，會議主席聲明確定東協區域論壇分三

階段開展合作，即促進建立信心措施、預防外交和探討解決衝突

的機制。會議同意設立會間輔助工作組（ISG），就建立信心措

施，特別是就地區安全觀念和國防政策開展對話；同意召開地區

維和與海上搜救等第一軌道會間會（ISMs）。 

 

1996 

第三屆 
印尼 

各國對緬甸的關心、禁核試條約、朝鮮半島等地區具體問題交換

了意見。主席聲明確定了吸收新成員的原則和標準，以及會後將

進行的活動和合作項目，同意中共和菲律賓於 1997 年 3 月在北

京聯合舉辦建立信任措施會議。 

 

1997 

第四屆 

馬來西

亞 

會議重點就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東協區域論壇進程進行了討論。

東協區域論壇成員在安全觀、柬埔寨、緬甸、美日同盟、朝鮮半

島等問題上坦率交換了看法。各國外長高度評價東協區域論壇成

立三年來在增進成員間相互了解和信任，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

的積極作用。主席聲明提出，東協區域論壇將繼續以建立信心措

施中心，同時探討建立信心措施與預防外交的重疊領域。 

 

1998 

第五屆 
菲律賓

會議重點是東亞金融危機和印巴核子試驗問題。各國外長普遍認

為，亞洲正步入一個全面而深刻的調整期，亞洲金融危機已超出

經濟領域，在政治和社會領域內的影響日益顯露。會議讚賞中共

人民幣不貶值的承諾及其對亞洲地區經濟穩定所發揮的積極作

用。部長們對印、巴核子試驗「深表遺憾」，要求遵守聯合國安

理會有關決議、加入有關國際條約。主席聲明提出，東協區域論

壇應進一步探討建立信心和預防外交的四個重疊領域，即擴大主

席斡旋權、專家、名人登記、年度安全報告和自願介紹地區安全

問題。 

 

 

 

 

                                                 
98 東協區域論壇各屆重要議題及成就，資料來源均參考《ASEAN》, 
http://www.aseansec.org/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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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第六屆 
新加坡

重點討論了東南亞安全形勢、東北亞安全形勢、跨國性問題以及

東協區域論壇的未來發展方向。各方普遍認為，東南亞地區總體

形勢是穩定的。各方對朝鮮半島形勢表示關注，呼籲有關各方採

取切實措施維護東北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各方還希望加強國際

合作以應對日趨複雜的跨國問題。關於東協區域論壇發展方向，

各國外長肯定了東協區域論壇五年來取得的積極進展，同意開始

探討亞太地區開展預防性外交的概念、定義、原則和加強 ARF

主席作用的具體方式和程式。主席聲明對 1999 年 5 月美轟炸我

駐南使館深表遺憾，對中共人民和遇難者家屬表示深切哀悼。 

 

 

2000 

第七屆 
泰國 

重點就亞太地區安全形勢、全球化對地區安全的影響及東協區域

論壇發展方向等問題進行了討論。各方對論壇進程表示滿意，高

度評價了論壇在促進成員增進對話與了解方面發揮的作用。會議

決定授權東協區域論壇建立信心措施會間會繼續探討預防外交

的概念和原則。 

 

2001 

第八屆 
越南 

對地區形勢和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交換了意見，就論壇未來發展

方向進行了充分討論，並透過了「預防外交概念和原則」，「加

強東協區域論壇主席作用」和「專家名人職權範圍」三個文件。

各方普遍認為地區形勢總體穩定，但消極因素不容忽視。多數國

家認為穩定的大國關係對地區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會議還充分

肯定了東協區域論壇成立以來取得的進展，積極評價其在促進地

區安全對話與合作中所發揮的作用。 

 

2002 

第九屆 
汶萊 

是「911 事件」後召開的首次部長會議。會議就地區和國際安全

形勢、反恐、論壇未來發展方向等問題進行了廣泛的討論，充分

地交換了意見。各方高度關注反恐問題，認為恐怖主義已成為影

響地區安全的主要因素和嚴重挑戰，應加強國際和地區反恐合

作。朝鮮半島問題和南亞局勢也是各方討論和關注的重點。會議

透過了汶萊提出的「論壇發展進程設想和建議」文件，決定設立

「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會間會」，並透過了美國、馬來

西亞提出的「東協區域論壇金融反恐措施聲明」和新加坡提出的

「國防官員對話會概念文件」。部長會開幕前，各方國防官員首

次單獨召開了國防官員會議。 

 

2003 

第十屆 
柬埔寨

主要就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對地區安全的影響及東協區域論壇發

展方向等問題進行了討論。東協部長發表聯合聲明，表示持續關

注朝鮮半島緊張情勢，而朝鮮半島的和平對東亞地區未來發展至

關緊要。聲明並強調應以對話協商方式和平化解爭端。菲律賓提

案則主張建立一套多邊和平機制，由美國、南韓、中共、俄羅斯

和日本共同提供安全承諾，以換取北韓「確實放棄發展核武」。

 

資料來源：參考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DELPHI 
Paper, No.302,), 1-65.及《ASEAN》, http://www.aseansec.org/home.htm，筆者自行

彙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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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協區域論壇目前發展隱憂 
東協區域論壇的成立是亞太安全體系建構史上的一新里程碑，但是如果對東

協區域論壇在促進亞太地區和平上之功能抱有太大期望者，必然會感到失望，因

為東協區域論壇的結構、運作的原則、及亞太地區的政治與安全環境，本來就沒

有賦予這種權力。 
自東協區域論壇成立以來，許多人一直對其在促進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之功

能持懷疑態度，例如雷法認為東協區域論壇在亞太地區促進「可預測和建設性的

關係形態」上之貢獻是有限的。99 
東協區域論壇受到批評之處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東協區域論壇無法對於大國違反國際與區域安全作為採取有效處理與

譴責，也反映出亞太地區多邊主義安全對話機制發展的困境與瓶頸。例如，1998
年第五屆東協區域論壇部長會議爭執最大的焦點是如何因應印度、巴基斯坦的核

試爆。印度是「東協區域論壇」的成員，可以發言為政策辯論，巴基斯坦卻無此

管道。美國、澳洲、加拿大等希望東協區域論壇能對印、巴作出強烈譴責，但另

一類觀點是「東協區域論壇」不應成為指責與會成員的論壇。北韓(2000 年以前)
與台灣這兩個位於衝突熱點的國家，卻被排除在東協區域論壇之外。台海兩岸問

題在中共反對之下，甚至無法在東協區域論壇中被提出討論。100 
其次，東協區域論壇強調共識決，使其很難有具體的決定，因為不少會員對

問題的看法與立場存有歧見，很難經由溝通、對話達成共識，這種情形將隨著會

員國數目之增加而更形困難。東協區域論壇中的東協會員國與部份非東協會員國

間已出現矛盾，部分非東協國家認為東協區域論壇只是過渡期之名稱，最終應改

為「亞洲區域論壇(ASIAN Regional Forum)」， 另有一些國家對東協區域論壇以

東南亞為重心的做法也感到挫折，例如南韓希望東協區域論壇能將重點放在東北

亞安全問題的對話上，但是在東協國家主導議程的情況下，非東協國家感到他們

的意見不被重視。許多東協區域論壇會員國將中共納入此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的

目的，是要阻止中共成為霸權，在這種考量下，導致東協區域論壇相當遷就中共

的立場，但是如果中共拒絕妥協、合作，則東協區域論壇遭到失敗或挫折將不可

避免。101 
第三，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國，對東協區域論壇基於「東協方式」的運作

方式感到無奈，它們認為東協區域論壇應該進一步制度化，應尋求一些能夠早日

實行之實用的信心建立措施，才能對促進和平做出更大貢獻。102倫敦政經學院教

授Michael Leifer對於東協區域論壇的發展就抱持悲觀的看法，他認為：「東協區

                                                 
99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DELPHI Paper, No.302,), 1-65. 
100王高成，〈東協與亞太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34卷 11期 (1995 年 11月)，頁 60-67。 
101 Sheldon W. Simon, “Alternative Visions of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Pacific Affairs, Vol.69, 
No.3, Fall 1996,), 381-396. 
102 Sheldon W. Simon, “Security Prospects in Southeast Asia: Collaborative Efforts and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Pacific Review, Vol.11, No.2 1998,),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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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論壇到目前為止，僅是亞太國家嘗試面對安全不確定性所採行的一個不完美的

外交政策工具，而東協區域論壇抄襲東協的低度建制 (minimal institutionalism)
與共識決特色，只會製造出更多沒有成效與拘束力的決議」。 

 
叁、區域外強權對東協區域論壇的立場與態度 
由於建立東協區域論壇的主要用意，就是為了在冷戰結束以後，最大可能地

消除因國際政治格局轉換帶來的潛在不穩定因素，並建立新的平衡力量，特別是

大國強權之間的力量平衡。亞太地區又是美、日、中、俄等大國勢力縱橫交錯的

地方，而且存在不少冷戰後遺症和安全熱點。幾乎所有重大的地區安全問題，都

牽涉到這些大國的態度和切身利益。所以，沒有大國的積極參與和配合，東協區

域論壇不但難以推行而且會變得毫無意義。從一開始，東協區域論壇的設計者們

就有一個不言而喻的共同目標，那就是「拖住美國、扶植日本、約束和改造中共」，

並讓俄羅斯和印度建設性地參與地區安全合作進程。103鑒於美、日、中三國在東

協區域論壇安全合作進程中的特別重要地位，有必要對這三國的立場和態度逐個

作深入的分析。 
 
一、美國與東協區域論壇 
在冷戰期間，美國對建立亞太多邊安全機制是持反對態度。進入後冷戰時

期，美國的態度有所改變，因為美國已無力再扮演世界員警的角色，美國的國家

安全戰略轉傾向於利用多邊機制及預防外交的手段，來防止衝突的浮現或擴大，

如果衝突發生時，美國也傾向於在多邊的架構下介入，以取得正當性，並減低美

國的負擔。美國亦擔心不參與的結果，可能削弱美國在亞太安全上的領袖地位。

1993 年美國柯林頓總統就任後，實行了積極的亞太政策，表示願意考慮在雙邊

關係之外，建立新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於是美國對多邊安全機制的態度，由消

極轉為積極，在角色扮演上，也由被動參與改為主動領導，將多邊安全機制視為

推動其全球戰略的工具之一。104 
因為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無法替代以美國為主軸的雙邊軍事聯盟，更無法取代

美國真實的軍事存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換言之，多邊主義與雙邊主義不是相互

排斥，其實是相互增強的關係。基本上，美國是將多邊機制視為其雙邊軍事同盟

體系的補充。美國東亞事務的助理國務卿羅德曾明白指出美國視東協區域論壇為

美國在東南亞雙邊關係的補充(complements)而非替代(supplants)。 
美國對東協區域論壇的基本立場和期待，是認為東協區域論壇是美國與亞洲

國家已有雙邊軍事同盟的一種補充，而不是替代物。希望東協區域論壇超越東協

模式，多討論實質性問題。如就反海盜、反走私、漁業監察、環境保護以及控制

                                                 
103喻常森，〈東盟地區論壇的目標及大國的立場〉，《東南亞研究》，4期 (2000 年)，頁 22-26。 
104United State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1995). 



 87

邊境糾紛等方面，展開多邊司法和維持秩序的合作。加速東協區域論壇的制度

化，並儘可能地擺脫東協的控制。美國認為，東協區域論壇應當改稱為「亞洲區

域論壇」或「亞太區域論壇」，才能反映論壇的實際情況。要把論壇建成一個儘

可能獨立於東協之外的機構。 
為此，美國一再呼籲東協放棄對論壇的領導權。同時，為了推進論壇的制度

化，要求各成員國政府加強對論壇的支持和參與。必須儘快制定論壇的近期和中

期目標。美國希望論壇成員國達成一項合適的近期行動目標，避免泛泛而談，如

將軍事領域的合作納入論壇的議程。在論壇之外再成立一個「東北亞次區域論

壇」。如美、日、南韓三邊安全對話機制，以便更符合貫徹美國的領導和利益。105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在東協區域論壇態度與行為，就是美國對東協

區域論壇的支持是有一定前提的，即論壇必須討論具體問題，並有實際結果。東

協區域論壇只是美國雙邊安全條約不足的一種補充，而不是取而代之。 
 
二、中共與東協區域論壇 
中共在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的參與上，短時間內表現出相當全面與積

極的態度和政策。在 1991 年中共即接受東協部長會議的邀請出席後部長會議，

到了 1994 年北京與東南亞國家建構了諮詢關係，並於同年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

創始會員國，至 1995 年中共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建立針對政治與安全對話的資深

官員會議，同年中共與東南亞國家正式提升至對話夥伴關係，而北京也於 1996
年加入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並於 1997 年舉行第一次非正式的東協與中共的高

峰會議(Asian China Summit)。106 
冷戰之後亞太地區的安全威脅，從韓半島到台灣海峽到中南半島以及南中國

海，結構性的因素均有中共因素存在其中，因此中共的政策與態度其實是影響未

來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主要的影響因素。中共是影響亞太安全體系發展的一項

重要變數，許多東協會員國是以中共為目標來推動多邊安全對話，希望將中共納

入多邊機制之中，以防阻中共成為霸權或是促使中共成為支持亞太現狀的國家，

因此中共對參與多邊安全機制具有戒心。 
參加東協區域論壇是中共第一次參加多邊安全機制，而中共參加東協區域論

壇的目的大致有幾點理由：第一，中共不想被排除在此一機制之外，而導致被外

交孤立的困境；第二，東協區域論壇強調共識決原則，中共的參與可以防止出現

不利於中共的決議；第三，中共想利用多邊對話機制來削弱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同

盟體系；第四，中共想藉積極參加亞太多邊安全對話機制，消除「中國威脅論」

的負面影響。107 

                                                 
105喻常森，〈東盟地區論壇的目標及大國的立場〉，《東南亞研究》，4期 (2000 年)，頁 22-26。 
106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領導人會晤聯合聲明，1997 年 12月 16日。 
107在 1997 年 12月 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首腦會唔，面向二十一世紀一中國一東協合
作聯合聲明中第五項指出:加強雙方合作，在亞太經合會及亞歐會議等區域或次區域的組織和項
目中密切相互協調與合作。請參閱人民日報，1997 年 12月 17日，版 6。及宋鎮照，〈台海兩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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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共在參加東協區域論壇時，對東協區域論壇的功能、運作方式、及

所討論的議題的看法，均顯示出中共的戒心。首先，中共仍然偏重雙邊對話處理

周邊國家之爭端，因為中共一向強調許多的爭議是屬於雙邊性質的，將這些爭議

放在多邊架構來討論。不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可能使問題更加複雜，而且中共

認為這是西方國家介入中共內政的一個藉口，或是可能成為特定強權用以對中共

施壓的工具。中共也擔心其他國家聯合起來對付它。 
中共曾經提出以「安全合作新概念」來參與亞太區域多邊安全機制，錢其琛

在東協區域論壇的會議當中所提及的這項概念指出，首先，必須以平等的參與以

及溝通的共識建構亞太區域多邊安全機制的基礎，其次，中共強調亞太多邊安全

合作不可奠基於任何雙邊或多邊的軍事聯盟，以及以對抗或制衡方式的雙邊或多

邊軍事聯盟將無助於亞太整體區域安全與軍事合作機制的建立。第三，經濟安全

應是區域安全合作的首要工作與項目，因為經濟發展與繁榮將是區域與全球安全

與穩定的重要物質基礎。這三項要件是中共所提出的亞太安全合作的新概念或是

新模式(New Thinking or New Model)，指出北京政府也已經開始對於亞太區域多

邊安全機制給予相當程度的戰略重要性與政策的考量。 
從中共後來在相關的亞太多邊安全機制的參與中看來，中共已逐漸消除其對

相關多邊機制的疑慮與懷疑，甚至進而十分純熟地透過多邊過程達成政策目標與

維護本身利益。尤其是在瞭解東協區域論壇的決策過程受到東協主導的共識決與

非拘束性原則，中共實際上將東協區域論壇轉變為其挑戰美國主導勢力，預防日

本軍事外交政策的擴張和淡化與駁斥「中國威脅論」等觀點的場所與工具。透過

東協區域論壇的參與，中共得以在以亞太國家為主體的多邊安全機制與對話中，

製造亞太權力分配現狀以逐漸朝向多邊體系發展的印象，凸顯中共與東南亞國家

在影響和參與亞太安全政策的份量與角色。 
 
三、日本與東協區域論壇 
日本是率先倡導東協區域論壇的國家，因為在後冷戰時期日本面臨中共崛

起、美日關係如何調整、及後冷戰時期日本在亞太地區如何重新定位的問題。日

本希望尋找確保其安全的補充或替代方法，但又要避免採取太大的動作以免增加

其他國家的疑慮，日本逐漸認知東協區域論壇成立後，在亞太地區發揮了相當影

響力，日本一直是非常積極的支持者和參與者。108 
目前，在日本國內對參與東協區域論壇的認識，出現三派不同的看法： 
一派是以社民黨中的左翼政治家中的理想主義者，認為東協區域論壇是脫離

美國保護傘的第一步，使日本最終能有真正的和平與獨立，因此參加東協區域論

壇是以脫離美國影響力為考量，但是這派想法在日本是屬極少數派。 

                                                                                                                                            
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與策略〉，《問題與研究》，35卷 5期(1996 年 5月)，頁 22。 
108高阪正堯，〈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保障〉，亞太情勢的發展一安全、經濟與政治研討會，頁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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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派是保守陣營中的現實主義的日本軍方及國防部門的右翼實力，則視東

協區域論壇為亞太權力平衡賽局中對抗中共的工具，藉以維持或補充權力平衡，

他們將東協區域論壇視為是處理「中國問題」(China problem)的論壇，也是鼓勵

中共說明其安全政策及對特別問題(例如南海主權問題)立場的地方。換言之，東
協區域論壇是日本之中國政策的一部份，目的在於制約中共。 
第三派則是日本外務省官員為代表之自由派人士，認為東協區域論壇可促進

美國、中共、及日本之合作，鼓勵日本與中共透過東協區域論壇來增加有關他們

意圖的透明化，以降低彼此的懷疑及鄰國的懷疑。基本上，自由派人士將日本本

身也視為是需進行改造調整之對象國家。第三派人士是目前日本的主流派，但是

日本政府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最重要的仍然是美日安保條約，而不是參與多邊安全

對話機制。 
在具體參與東協區域論壇的過程中，日本表達了以下五種基本立場：第一，

繼續維護美國在地區的軍事存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二，通過公佈國防白皮

書的辦法，增加各國的國防透明度，減少不必要的相互猜疑和恐懼感；第三，加

強地區各國軍事部門的交流，增進相互信任和瞭解；第四，支持無限延長(核不

擴散條約)，持續推動裁軍談判；第五，儘快制定和實施國際行為準則規範，用

非軍事手段和平解決爭端。109 
因此，日本今後在東協區域論壇中的主要任務是，為地區行為準則的制定和

執行發揮建設性的作用。日本認為，只要做到這一點，不僅可以消除它在亞洲地

區國家列為不被信任的國家之一，而且可以為冷戰後地區安全秩序的重建做出貢

獻。 
 
四、印度與東協區域論壇 
印度在促進其與東南亞的關係方面，具有兩大目標：首先在經濟上與該地區

整合在一起；其次在權力平衡方面，則與東協合作擴大其結構。110冷戰後當美國

及俄羅斯勢力相繼對出東南亞地區，而中共與日本卻積極填補權力真空，印度為

了擔心中共軍事威脅，於是在東南亞地區積極展開「東望政策」，參與東協高峰

會及東協區域論壇，企圖拉攏東協平衡中共制壓。111 
印度尋求與東南亞發展關係，可上溯到上個世紀六○年代東協成立之初。對

印度而言，東南亞是南亞的地理延伸，某些印度人甚至視南亞和東南亞為單一的

戰略體，兩地在地理上連結在一起，兩地人民也有歷史、語言和文化之情感。東

協成立後不久，印度即開始了具有「試探」性的「東進」政策，而且這種政策是

和當時蘇聯的亞太政策緊密地聯繫在一起的。 

                                                 
109日本國防衛廳，《防衛白書》(東京：財務省印刷局，2002 年)。 
110《東南亞的多邊合作：「印度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 年 10
月)，頁 101。 
111 Mohammed Ayoob,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dian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0),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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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年 4月，印尼外交部長 Adam Malik訪問新德里，在會後的聯合公報中

提及：「來訪的部長知會印度外長，關於東協之活動和成長，特別是保障東南亞

區域之安全、和平與穩定。也表明印度外長歡迎由東協國家所完成之進步及印尼

外長所提及的發展。」這是印度首次官方支持東協的和平、自由、中立區宣言。 
七○年代末，印度表示欲加入東協的對話夥伴，建立更密切的經濟合作關

係。印度在 1978 年獲邀成為東協完全對話夥伴國，後因印度準備在 1981 年 7
月承認東協所反對的親越南的柬埔寨橫山林 (Heng Samrin)政權，因此 1981 年 6
月 19日東協外長年會在馬尼拉召開，就未邀印度參加對話。112印度之所以要承

認金邊政權，及欲利用與越南結盟來對抗中共的擴張主義。 
冷戰結束，國際形勢發生了深刻的變化。印度也調整了過去長期奉行的親蘇

政策，推行全方位務實外交，發展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因此印度又開

始了新一輪的「東進」。113印度極力尋求加入東協區域論壇，甚至要求加入東協。

印度在 1991 年 5月向東協申請成為「局部對話夥伴」 (Sectoral or Partial Dialogue 
Partner)，但未獲得同意。1993 年 2月 10日在孟加拉灣，印度邀請新加坡海軍與

印度海軍在印度洋舉行四天的海軍聯合演習，演習的目的是「為了增強協調與友

好，而且是為了增強各國海軍的透明度」。 
1995 年 12月，第五屆東協高峰會在曼谷舉行，同意把印度提升為完全對話

夥伴。1996 年 7月 21日東協外長會議，同意印度成為東協正式對話夥伴國以及

「東協區域論壇」的成員國。透過這兩項會議，印度將能與東協國家討論經貿和

安全等問題。 
此外，印度還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等方面的合作。2000 年 7月，印度

積極倡導的「恒河—湄公河組織」問世，這使印度可以參與湄公河流域開發，從

而可以一舉踏上東南亞多國土地。2002 年 11月印度總理瓦傑帕依參加首次「東

協—印度高峰會」，瓦傑帕依向東協各國領導人表示，印度將準備在東南亞扮演

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幫助緬甸、越南、柬埔寨和寮國等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方

面，印度將盡自己的努力。 
2003 年 10月在第九屆東協元首高峰會暨東協與印度領導人峰會上，印度已

緊隨中共的腳步，加入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第二個簽署該條約的東

協對話夥伴國，被認為將擴大經濟合作，促進亞洲的和平與安全。印度也與東協

十國達成了進行廣泛經濟合作的一個框架，贊成雙方就消除障礙、促進貿易開始

協商，以最終建成一個自由貿易區。印泰自由貿易區協定的簽署，是印度迄今達

成的南亞之外首個自由貿易區協定，足見印度對東盟地區的積極態度。 
實際上，印度與東協親密接觸，合作不斷走向深化，已跳出經貿領域。它與

泰國、緬甸、寮國等東協國家開展的肅毒合作是共同體現。在此次東協元首高峰

                                                 
112 “Behind the ASEAN-India Rift,” Asiaweek, June 12,1981, p.18-19.世界日報(泰國)，1991 年 7月
20日，第 6頁。 
113 “Malaysia, India sign Pact on Defence Co-operation”, (Malaysia: The Straits Times, February 3, 
1993),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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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與東協簽約，同意加強雙邊、地區和國際的合作，攜手反擊、阻止和控制各

種形式的恐怖行動，以消滅國際恐怖主義，也是例證。114 
 
五、澳洲與東協區域論壇 
從二次大戰之後，澳洲明暸其主要安全威脅將來自東南亞這個方向，因此在

二次大戰結束後，澳洲即全力支援印尼的獨立，並透過「可倫坡計畫(the Colombo 
Plan)」積極援助該地區的發展。1971 年澳洲與英國、馬來西亞、新加坡、紐西

蘭等五國簽署「五國防衛協定」(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後來成為東協

第一個對話夥伴。澳洲促使「五國防衛協定」的軍事合作更為密切，提昇馬來西

亞與新加坡的軍事合作關係，也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並改善與印尼的安全及防禦

關係，藉由「五國防衛協定」而強固東南亞的區域安全。即使澳洲政府在五國磋

商之時，就表明「五國防衛協定」不是直接要對抗印尼，也審慎地參與星馬兩國

防禦，115但印尼對於「五國防禦安排」始終表示不滿，認為其違反東協國家「東

南亞和平、自由暨中立區」聲明的精神。116印尼視此條約是針對其而來，對此條

約抱持敵視的態度。117因而，印尼的態度影響到東南亞區域內，建立任何軍事同

盟或集體防禦網絡的過程。 
「五國防衛協定」的積極運作，澳洲為消除印尼對「五國防衛協定」的憂慮，

幾經多年磋商而在 1995 年 12月，澳洲更與印尼簽署「澳印安全保障條約」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on Maintaining Security )，雖然此條約並不是承諾相互防

禦，但提供了部長級的蹉商架構，加強雙方諒解與合作。但 1998 年 8月馬來西

亞國防部長宣布因經費因素而退出「五國防衛協定」。基本上，「五國防衛協定」

的發展對東南亞區域安全的影響是正面的，它促進了馬來西亞、新加坡、印尼與

澳洲等國的互信，維持區域安全與穩定，防止區域的重大軍事衝突。 
由於澳洲與東協經濟互補的現象，澳洲與東協的經濟勢將融合在一起。在

1989 年，澳洲發起成立亞太地區經合會的計畫。該計畫迅速受到東南亞國協各

國的支持，同時，亞太地區經合會外交部長會議於 1990 年在新加坡舉行，後來

並於 1992 年在曼谷舉行。1994 年 11月在印尼的茂物舉行第二次高峰會議上，

決定於公元 2020 年時，達成自由與開放的貿易與投資。東協自由貿易區與澳洲

之間較密切安排結合在一起，澳洲與東南亞國家關係更加強化，俾建立一個更大

的自由貿易區，而東協各國也成為澳洲第二大的外貿區域性市場。 

                                                 
114 http://www.xttzw.com/article/shownews.asp?newsid=3035 
115 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 and the British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East of Suez,”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1, No.2 (July 1997),p.189.  
116 Mohamed Jawhar,“Managing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Existing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to 
Addre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7, No.2 (Oct 1993),pp.216-217. 
117 Mocntar Kusuma ~ Atmadja, “Some Thoughts on AS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2, No.3 (Dec 1990),pp.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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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各國在冷戰期間對於安全的議題較少討論，但是在 1991 年東協國家「後

外長會議」與 1992 年所舉行的「東協高峰會議」中，各國首次一致認為，安全

問題應正式列入後外長會議的議程。因而從 1992 年開始東協國家的後外長會議

就增加了安全對話，與會各國代表一致認為，一個亞太區域性安全社會應該予以

建立。澳洲堅決支持東協的主張，認為「東協區域論壇」是該地區內對安全問題

進行多邊對話的唯一討論會。於是「東協區域論壇」於 1994 年在曼谷召開第一

次會議，澳洲外交部長衣凡斯即向東協道賀，因其為該地區其他地方展現出正確

的方向。118澳洲認為官方與半官方會議上日漸增加的對話，希望軍方與國防計畫

人員均能參加。由於澳洲的建議，1994 年 11月在坎培拉舉行的一次討論，會中

討論到互信與信心建立措施，與會者不僅是外交部官員與學者，也有國防部的官

員，因此，此一新組織「東協區域論壇」的作為，已達到各會員國之間建立信心

與彼此安慰的目的。。 
由於澳洲認為鄰近的東南亞國家與其安全密不可分，因此東南亞國家經濟的

自由化和政治民主改革，應符合澳洲的利益。東協與「東協區域論壇」一向是處

理東南亞區域內部矛盾糾紛整合與外部強權權力平衡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故澳

洲向來希望能夠在東協扮演更積極的角色加強雙分關係，但因為馬來西亞的長期

反對，以及澳洲與印尼之間因為東帝汶的問題關係惡化，故在東南亞國協中的影

響力日漸低落。 
 
根據以上的分析，認為「東協區域論壇」未來的挑戰有五項：第一，從亞太

權力結構來看，東協若無法獲得美、日、中共等強權國的支持，東協區域論壇將

不可能擁有主導亞太安全合作的影響力之一；第二，東協區域論壇內強權國的角

色及其互動關係難以釐清，故東協區域論壇的發展會受到限制；第三，以東協的

弱勢地位，事實上不可能同意賦予東協區域論壇太多的決定權，以免反被強權國

所控制；第四，台灣未被納入東協區域論壇，其中我國涉及亞太三大潛在區域衝

突中的台海及南海兩項安全衝突，若未能加入東協區域論壇，無法確實反應亞太

安全衝突的實情；第五，東協各國間激烈的經濟競爭與地緣政治壓力的差異，使

東協內部不易形成利害一致的安全立場。 
 
 
 
 
 
 
 

                                                 
118 《東南亞的多邊合作：「澳洲與東南亞的關係」》(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 年 10月)，
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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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節 
1967 年東協成立使東南亞的政治力量登上國際舞台；1971 年底東協成員國

簽署「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立區宣言」以及「東南亞非核區」主導東南亞地區

安全事務；1976 年東協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使東南亞朝向和平、穩定

和合作邁進；雖然東南亞歷經「1997 金融危機」、「巴里島恐怖攻擊」事件及全

球化經濟衝擊等情勢，仍努力使東協居於較佳位置、促進區域穩定、持續經濟成

長、擴大東協競爭力、加強東協內部和東協與區域外地區之間的合作，以獲取利

益，並隨時迎接全球化的挑戰。 
東南亞區域在安全維護上，對內由於各國彼此發展差異甚大，必須積極推動

東協整合運動，縮短發展差距，有助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繁榮和進步，東協還

必須維持本身的團結，否則將遭各個擊破。東協應維持並強化各種促進東南亞安

全與穩定的機制(special SOM、ARF及 TAC等)，一方面處理會員國間本身的衝

突，另一方面當成員國面臨非東協國家安全利益的挑戰時給予外交上的支持。對

外實施大國的平衡外交策略，必須積極促使地區內強權參與各種區域安全對話，

使東協在亞太地區成為重要的一角。最後朝向形成一「安全共同體」目標邁進。 
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透過「東協區域論壇」的運作，東協國家長期強調

綜合安全的考量角度，為東南亞地區的區域穩定，還有降低區域國家與中國大陸

之間的緊張關係及互信，取得了豐富的成果。更重要的是，綜合安全超越了共同

安全只關注軍事層面的侷限，在手段上承認安全威脅來源的多樣性，確認多邊制

度與雙邊制度都是維持安全的重要性。119 
東協區域論壇產生於 1994 年，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安全對

話場所。十年來，在各方共同努力下，東協區域論壇對話與合作不斷取得進展，

在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進程中發揮了重要作用。首先，東協區域論壇在增進各方

相互瞭解與信任、推動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方面進行了有益探索，實施建立信心

措施；第二，2001 年的東協區域論壇部長會議通過了預防外交等三個重要檔案，

為今後的發展提供了新的動力；第三，2002 年東協區域論壇在反恐、打擊跨國

犯罪等方面開展富有成效的對話合作。發表了反恐主席聲明，舉辦了一系列反恐

研討會，並決定設立新的工作組機制，這將有利於各國共同應對跨國犯罪等非傳

統安全問題；第四，東協區域論壇在探索過程中形成了一套行之有效的模式和原

則，如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照顧各方舒適度、互不干涉內政等。這些原則不僅

將指導東協區域論壇今後的進程，對其他地區組織也可供借鑒。 
但是，如果對東協區域論壇在促進亞太地區和平上之功能抱有太大期望者，

必然會感到失望，因為東協區域論壇的結構、運作的原則、及亞太地區的政治與

安全環境，本來就沒有賦予這種權力。歷史上的經驗顯示，只有權力平衡體系(以
1814 年維也納會議後的百年時間為黃金時代)、集體安全（以1950 年韓戰及1991 
年波斯灣戰爭為範例）、或是集體自衛(以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為範

                                                 
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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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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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才能真正發揮制裁侵略的功能。120東協區域論壇既非權力平衡體系，亦非

集體安全，更非集體自衛體系，它對任何會員國均不具約束力及制裁力，因為每

一個會員均具有否決權。它所擁有的頂多是道德的說服，或是多數意志所形成的

壓迫感，來使會員國合作。誠如雷法所言，東協區域論壇成功的條件是存在一穩

定的權力平衡體系，121或是支持亞太現狀的國家居於權力優勢的情況，均可使東

協區域論壇繼續的運作。東協區域論壇並沒有能力來改變亞太地區的權力結構，

也不具備降低軍備競賽的功能，當然也沒有任何國家將其國家安全寄託於東協區

域論壇。 
從以上各點來看，東協各國應該努力之方向有以下幾點： 
一、發展經濟，以穩定內部政局，方能增加國防經費，實施軍隊現代化。 
二、與區域外強權國家加強安全合作，共同維護區域和平與安全。 
三、在與中共之外交上保持友好關係，避免發生衝突。 
四、東協諸國必須團結一致，發揮東協區域論壇功能，建立軍事同盟機制，

以確保區域安全與穩定。 
五、依南海地區行為準則，維持南海目前現狀，暫時擱置主權，共同開發，

避免用言論及行動，造成無謂之衝突。 
六、東協諸國國防政策依東協區域論壇信心建立措施規定，公佈白皮書達到

軍事透明化，以身作則，避免造成軍備競賽之誤解，尤其參與南海爭端各國，軍

事更應透明化，方能減少彼此間之相互猜忌。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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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14。 
121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DELPHI Paper, No.302, pp.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