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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響東南亞區域安全潛在的衝突熱點 
目前亞太地區存在眾多區域性衝突，這些衝突的本質仍以領土主權之歸屬、

邊境劃界、無主領土之爭奪與國境內獨立運動或分離主義抗爭。其中三個可能引

爆軍事衝突的地區為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中國海。 
在後冷戰時期，一個非由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東協區域論壇」，

針對許多亞太地區重要安全問題，除南海問題外包括朝鮮問題與台海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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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採取解決衝突具體的措施；因此，東協在亞太甚至東亞地區當前促進經濟

整合、降低政治緊張情勢、及穩定安全情勢等多邊合作計畫中，究竟能夠扮演什

麼角色，亞洲各國並未達成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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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朝鮮半島問題 
朝鮮半島問題是目前東亞地區存在北韓、台海和南海三個危機引爆點中，最

難掌控也影響最大的問題之一。 
北韓向來採取自我孤立的鎖國政策，導致其他國家對其決策的真正動機難以

掌握，特別是，當北韓採取「戰爭邊緣」的挑釁動作時，更引發周邊國家的疑慮。

1998 年的北韓飛彈試射，顯然已對美國、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造成衝擊，並為亞

太地區的安全投下更多的變數。1 
2001 年初，布希政府上台後，大幅度調整美國政府的對北韓政策，北韓與

美國對話中斷，兩國關系急劇冷卻。「911事件」後美國認為，大規模殺傷性武

器與恐怖主義的結合是其當前面臨的「最大威脅」，包括伊拉克、伊朗和北韓在

內的「邪惡軸心」已成為美國打擊的重點。伊拉克戰爭後，美國已有人在大談「揮

師東向」，北韓更擔心可能成為美國「先發制人」政策的下一個目標，北韓在 2002
年 10月底公開承認祕密發展核子計畫後，不僅東北亞的國家包括中國、俄羅斯

都感到震驚，而整個朝鮮半島也頓時瀰漫在核武威脅的陰影之下。北韓為達到所

謂的「棄核求安全」目標，於是提出：一，與美簽署互不侵犯條約，得到美國的

安全保障﹔二，要美解除對朝的制裁，實現朝美關系正常化。北韓明確表示，在

實現這些條件後，可考慮同意核查，並放棄核計劃。2 
為解決去年十月爆發的北韓核武危機，首次「六邊會談」(Six Party Talks)從

2003 年 8月 27日起為期三天在北京舉行，美國、南北韓、日本、中共、俄羅斯

這是一項歷史性的創舉，因為過去有關朝鮮半島的問題都是透過雙邊、三邊或四

邊會談的形式進行，因此，具有重大的歷史意義，而且廣受國際社會的囑目。不

過這次會談由於美國與北韓之間仍然存在重大歧見，並沒有達成解決危機的具體

協議或成果，會談在尖銳對立的氣氛中落幕，事後亦未發表聯合聲明。3 
本節強調，朝鮮半島的安全和亞太地區的安全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朝鮮半島

的和平與「非核化（denuclearization）」，對於確保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
的安全及和平是相當重要的。面對美國的強硬態度，東協身為亞太地區重要組織

應該扮演什麼角色？東協於 2003 年 4月 11日派遣代表團由柬埔寨外長賀南洪率

領前往北韓訪問，賀南洪認為東協的角色不是北韓問題的調解人，而是促進對話

的角色，目的是如何降低由於北韓的核計畫引發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4 
 
 
 

                                                 
1李文志，〈海陸爭霸下亞太戰略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東吳政治學報》，13期(2001 年)，
頁 129-174。 
2李明峻，〈北韓危機與亞太安全情勢〉，《亞太論壇》，2003 年 6月 14日，頁 1-13。 
3朱松柏，〈六邊會談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展望與探索》，1卷 9期(2003 年 9月)，頁 4-7。 
4《BBC NEWS》，〈東盟代表將訪朝鮮紓解緊張〉，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2941000/2941469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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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朝鮮半島的地緣戰略 
朝鮮半島在政治地緣上本來就極具戰略上的價值，自古以來受著強權國家的

爭奪，而兩韓的分裂更是國際強權下鬥爭的犧牲品。朝鮮半島位於東北亞，處於

亞洲大陸海洋勢力與大陸勢力的交接點，北邊以鴨綠江、圖門江與中共、俄國相

接，南方則以對馬海峽與日本遙遙相對，國土呈「豕」字形。由於地形險要，對

於亞洲和平安全，具有戰略性的地位。從地緣政治的角度來看，朝鮮半島所處的

位置勢必為強權國家所覬覦的目標。5 
朝鮮半島是東北亞地緣政治格局的支軸。它周邊的三個國家中共、俄羅斯和

日本呈三角對立的地緣政治態勢。就北韓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來說它最適合充當

一個中立國，在中共、俄、日三個大國之間發揮緩衝和平衡的作用。但是朝鮮半

島目前因為意識形態和社會制度的不同被人為地分割為兩個部分，其中南部被當

今東北亞以外的霸權國家——美國佔領控制。美國在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列島駐

軍使得東北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了本質性的變化，使得大國力量對比的因素失

衡。朝鮮半島上的對峙從三大國鼎立變成了俄羅斯、中共和北韓對峙美國、日本

和南韓的格局。6 
朝鮮半島牽涉到的利益錯綜複雜，居於中共、美、俄、日四大國戰略利益的

交匯點。一為美國在東亞和東北亞的橋頭堡，二為俄羅斯東出大洋的鎖咽，三為

日本歷來西進大陸的跳板，四為中共穩定東北邊境，併發北方和東出大洋的必經

之地。從歷史上看，自上個世紀以來，朝鮮半島一直處於混亂與衝突之中。50
多年過去了，半島還處於分裂狀態，「冷戰」陰影揮之不去。7 

 
貳、南、北韓的安全戰略 
一、南韓的安全戰略 

1997 年 12月，金大中(Kim Dae Jung)當選南韓總統以來，即對金泳三政權

的對北強硬政策提出批判，而對盧泰愚政權時代的「南北基本合意書」、「非核化

共同宣言」高度評價。基本上，金大中採取的安全戰略核心是對北韓實施政經分

離原則的積極接觸政策，並以「伊索寓言」童話故事作經典命名為「陽光政策」

(Sunshine Policy)。按照金大中的統一戰略構想，朝鮮半島將依南北聯合、聯邦

制、體制統一，三個階段統一論，目前在第一階段推出「陽光政策」包括南北次

官級會談、對北韓支援肥料及離散家族會合，8另外支持現代集團名譽會長鄭周

永贈予北韓 500頭牛。不過，由於北韓對南韓所謂的政經分離中的政治部份不感

                                                 
5 《中共報導周刊》，〈２００３年朝美對決與東亞地緣政治〉， 
http://members.lycos.co.uk/chinaweekly/html/ns001617.htm 
6《中共北大在線》，〈綜述朝鮮半島地緣政治格局和外交戰略框架〉， 
http://www.confuse2000.com/confuse34/02.htm 
7《中共中國新聞》，〈六方會談後看半島危機：朝鮮問題怎一核字了得〉，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chinanews/glPolitics/2003/0902/11325671.html 
8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亞太戰略關係─尋求整合安全》(台北：中華民國國防部，2003 年 7月)，
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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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加上在「四邊會談」(Four Party Talks)9南北雙方意見不合，因此，陽光政

策的前三項措施事實上已經行不通。儘管如此，金大中仍然宣稱要持續陽光政策。 
事實上，對於金大中的對北韓政策的評價，日本方面就認為他的期望過於理

想化，且也缺乏中長期戰略構想。特別是金大中的統一三階段，只強調第一階段

的聯合，即一民族、兩國家、兩體制、兩獨立政府早已是如此，而第二階段的聯

邦制及第三階段南北體制統一的策略到目前雙方連討論都沒有。此外，金大中對

於金泳三政權積極推動的四邊會談機制及「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 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活動，表面上宣稱將與他自己
推動的南北對話並行，實際上推動南北交流及合作的比重要高於四邊會談。甚至

想把四邊會談架構擴大加入日、俄成為六邊對話。 
由於金大中政權執著於把自己的南北交流合作政策置於安全戰略的首位，因

此，對於北韓潛艇滲透南韓的間諜活動，以及 1998 年 8月底北韓試射「大蒲洞

二號」導彈運送人造衛星一事均低調處理。反倒是與朝鮮半島一水之隔的日本對

導彈事件較為緊張，而積極推動日美韓三邊防衛合作。金大中最近在訪問日本，

以及柯林頓訪問南韓後，雖然同意加強三邊安全合作關係，但未來的發展是否仍

將之置於南北交流合作政策之下，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新任盧武鉉政府北韓政策的主要內涵-韓國盧武鉉政府自 2003 年 2月 25日

成立以來，繼承前總統金大中所強調之「和解與協力」的「陽光政策」，對北韓

採取「和平與共同繁榮」的政策，其主要內涵：第一，南北共同推動包括軍事與

經濟的綜合性安保合作；第二，以長期視野推動大規模的經濟合作與投資；第三，

促使南北和解與合作制度化，同時建構互信關係；第四，持續經由與美日合作及

兩韓對話，以解決北韓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問題；第五，協助北韓進入市場經濟的

體系；第六，先在兩韓間推動朝鮮半島和平宣言，再簽署國際性的朝鮮半島和平

協定。10  
 
二、北韓的安全戰略 

北韓自從 1994 年 4月 28日提出「新和平保障體系」以來，即從軍事停戰委

員會撤出代表，5月另外設置「朝鮮人民軍板門店代表部」。同年 12月，中共也
撤出軍事代表團，1995 年 2月，波蘭也撤出中立國監視委員會，北韓的停戰機

構事實上已完全解體。留下來的後續軍事問題，北韓原本希望和美國直接協商解

                                                 
9四方會談是由朝鮮半島爭端的四個主要國家－美國、中共、南韓、北韓－共同參與的多方對話

機制。會談的主要目的是建構互信的對話機制，結束南北韓交戰狀態，締結和平條約，以促成朝

鮮半島永久和平。四方會談的構想最早是 1970 年代由季辛吉提出，但當時美國與北韓之間立場

分歧，並無任何進展。直到 1990 年代，國際情勢發生重大變化，因應北韓對南韓、日本甚至美

國的潛在威脅，建立一個新的互動機制，實為必要。1996 年美國總統柯林頓與南韓總統金泳三

於濟州島舉行高峰會議時，四方會談的建議再度提出。第一次四方會談是在 1997 年 12月舉行，

至 1999 年 8月為止共舉行過六次會議。 
10《中華民國外交》，〈2003 年 5月 16日新聞背景參考資料〉，

http://www.mofa.gov.tw/newmofa/newsback/newsback9205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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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道，並且期望和美國簽署「美朝和平協定」以取代原來的停戰協定。換言之，

北韓的新和平保障體系的主要架構，是與美國合作建立雙邊的安保機制。此一舉

動南韓非常反對，南韓同時提出了「四邊會談」要求美國接受中共和南韓加入，

也得到美國支持，最後即以四邊會談代替美朝和平協定。北韓後來雖然也參加四

邊會談，但由於和原先的戰略構想不符，因此並不是很熱衷這一安保機制。 
對任何政府而言，維持政權的延續當是第一要務，北韓的金正日獨裁政權尤

其如此。目前，北韓領導人金正日以積極發展核武來鞏固其對內統治政權的穩

定，並試圖以此籌碼要脅美國、日本和南韓，其主要目的即是欲藉此取得經援等

利益，以維持其政權的延續。 
2002 年 10月，北韓鄰近蘇聯邊境的清津地方(寧邊)，被美國衛星偵測到建

有發展核子武器的重水工廠，在被指責違反「防止核武擴散條約」(NPT)之下，
北韓卻悍然於同年 12月驅逐國際核能總署的檢查人員，並於 2003 年 1月逕自宣
佈退出「防止核武擴散條約」。11對北韓而言，大規模毀滅武器不但可作為國際

與國內的宣傳工具，更可保持戰略主動，操縱西方的決策，並進行政治勒索。眾

所周知，在 1994 年核武危機中，北韓嘗到備受國際矚目的甜頭；在與美國隨後

簽訂的協定，不但獲得六十億美元的援助，每年更可免費獲得五十萬噸的重油。 
2002 年初，美國總統布希在國情咨文中，將伊朗、伊拉克、北韓列為「邪

惡軸心」(axis of evil)國家，暗示將對這些國家採取軍事行動。12對北韓而言，選

擇在美國出兵攻打伊拉克之際，公開核武計畫，其政治目的不外為了展現軍力、

增加外交籌碼、並嚇阻美國的入侵。北韓對外宣示具有核武能力後，由於布希拒

絕雙邊會談，因此採取「戰爭邊緣」(Brinkmanship)戰略，13例如在南韓總統盧武

絃就職週年前夕，進行地對地飛彈試射，飛彈試射方向指向日本；派遣戰機越過

「北方限制線」(Northern Line Limit, NLL)侵入南韓領空；派遣戰機在公海上空

攔截美國偵察機；以及發動漁船闖入南韓西部領海。相關舉動旨在升高對立情

勢，一方面展現北韓作戰的能力與決心；另一方面升高緊張氣氛，帶給對手壓力，

製造美國、日本與南韓處理北韓問題的歧見，以爭取有利於北韓的談判地位。希

望迫使對手正視其訴求，達到與美簽訂不侵犯條約的目標。因此，北韓利用波灣

緊張情勢日益升高之際，突然宣佈其核武企圖，以升高國際情勢進行要脅。 
 
叁、東協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一、東協與北韓 

1994 年舉行首次東協區域論壇會議前夕，北韓通過澳洲向東協組織表達了

參加論壇的意願，但由於包括美國、南韓在內的有關國家以「沒有解決核問題」

                                                 
11《台灣新世紀》，〈北韓核武危機與東北亞局勢〉， 
http://www.taiwanncf.org.tw/seminar/20030309/20030309-1.html 
12《自由電子新聞》，〈布希今晤金大中，北韓是焦點話題〉，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feb/20/today-int1.htm 
13朱松柏，〈六邊會談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展望與探索》，1卷 9期(2003 年 9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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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堅決表示反對而未果。但北韓與東協組織發展關係的步伐沒有停止，九○年

代後期北韓逐步改善了與菲律賓、緬甸等國不正常的關係，消除了與東協發展全

面關係的不利因素。2000 年 4月初在哥倫比亞舉行不結盟運動部長級會議期間，

北韓外務相白南舜與東協輪值國會議主席泰國外長素林進行了接觸，白南舜向素

林表達了申請加入東協區域論壇的願望，同時白南舜表示希望能訪問泰國。泰國

外長素林在確認朝鮮有加入東協區域論壇的意向後，立即通過泰國外交部發表代

表東協立場的聲明：「東協也希望加強同北韓的關係，東協各國將研究北韓加入

東協區域論壇的問題」。2000 年 5月初，北韓外務相正式向東協提交加入東協區

域論壇的申請書，東協區域論壇高級會議討論並通過了北韓的申請，同意它成為

該論壇的新成員。14 
「東協區域論壇」在北韓加入之後，短期內不會再有新成員加入。北韓自

2000 年起先後與汶萊、澳洲、義大利、菲律賓、加拿大建交，並與美國、歐洲

聯盟代表共聚一堂，一起致力於亞太的和平。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是朝鮮捨棄

自我封閉、走向國際以及西方國家對北韓政策鬆動的結果，它有利於亞太地區政

治、安全建設，具有重要意義。15以下探討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動機及其意義： 
(一)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改變長期不利於的被動局面 

東協區域論壇自成立以來，每屆會議都把朝鮮半島局勢列為重點討論的問

題。由於南韓是論壇的成員國，所以論壇在討論韓半島局勢時主要是針對北韓，

南韓利用論壇表達自己的立場，而北韓由於不是該論壇的成員，無法表達自己的

觀點和立場。由於美、日等國在國際上長期把北韓描繪成一個「恐怖主義國家」，

因而使許多不明真相的國家與之保持了距離，這對北韓是極其不利的。北韓 2000
年第一次參加東協區域論壇並與有關國家外長會談後，許多國家對北韓有了新的

認識，加拿大和紐西蘭甚至宣佈，它們同意同北韓實現關係正常化。 
 

(二)北韓捨棄自我封閉，打破自身被國際孤立的狀態 
北韓積極參加多邊論壇與會議組織，1999 年 9月白南舜外長在時隔 7 年後

首次訪問聯合國；2000 年 4月參加了在哥倫比亞舉行的不結盟部長級會議。把

發展對朝鮮半島局勢有重要影響國家的雙邊關係放在重要位置，2000 年 5月底 6
月初北韓領導人金正日對中共進行了國事訪問； 2000 年 2月又與俄羅斯簽訂了

新的「朝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Neighborliness and 
Cooperation With North Korea)，167月中旬接待了俄羅斯總統普京的來訪，發表

了合作的聯合聲明，運用靈活地外交策略逆轉北韓不利局勢。北韓一系列主動外

交旨在捨棄自我封閉，打破自身被國際孤立的狀態，加入東協區域論壇是這些外

                                                 
14 《中共社科院》，〈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及其意義〉，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wordch-en/ch-qklmj.htm 
15《中國時報》，2000年7月30日。 
1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亞太戰略關係─尋求整合安全》(台北：中華民國國防部，2003 年 7月)，
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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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行動與成果的必然邏輯。應該說北韓積極主動地與有關國家發展關係是從週邊

突破了它加入東協區域論壇的障礙，為它加入創造了和諧的國際氣氛。 
(三)北韓的現實需要 

北韓要走出國內經濟困境，實行對外開放，減輕美、日等發達國家附加苛刻

政治條件的援助與貸款的霸權壓力，加強與東協的經濟合作不失為一種經濟安全

戰略選擇。北韓可以利用東協區域論壇這個外交舞臺發動外交攻勢，實現與美、

日等國外長的定期接觸與會談，掃除與各個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最終擺

脫國際孤立狀態，實現國家利益的最大化。同樣對想在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方

面施加影響的東協來說，隨著朝鮮半島局勢的進一步緩和，它認為自己在發揮作

用方面不能滯後。 
 
二、東協與南韓：  

(一)東協與南韓建立對話關係 
東協與南韓在 1989 年 11月第一次建立彼此間之對話關係。隨後，以政府間

諮詢體制模式，為促進彼此間合作的南韓─東協區域性合作委員會

(ASEAN-ROK Joint Sectoral Cooperation Committee, JSCC)於焉成立，初期以促進

地區間貿易、投資與旅遊為工作主軸。1990 年東協─南韓特別合作基金會(The 
ASEAN-ROK Special Cooperation Fund, SCF)成立，並成立一東協─南韓聯合管理

委員會以管理 SCF。17 
1991 年第 24屆東協部長級會議(AMM)舉行時，南韓與東協間提升至完全對

話夥伴關係。對話會議的參與層級維持在東協與南韓外交部長或副部長間。18「東

協加一(南韓)」對話會議一直停留在致力於加強雙方之經濟與貿易關係。而在

2001 年 3月所舉行的第五屆「東協加一(南韓)」對話會議中，雙方第一次就區域
政治與安全議題交換意見。」19 

身為對話夥伴，南韓已參與多場與東協間之會議，包括東協區域論壇、東協

─南韓對談會議、東協後部長會議（PMC）、東協─南韓後部長會議。這些部長
級會議提供南韓外交部長積極檢視其現行政治、安全、經濟及發展合作議題對於

亞太地區影響的機會，同樣的情形亦出現在其與東協外交部長們討論合作事宜

時。南韓已是東協區域論壇的積極參與者。20在 2000至 2001 年間，南韓與馬來

西亞為東協區域論壇會期間信心建立措施支援小組(ISG-CBM)的共同主席，該小
組負責評估對於該區域造成影響之主要地區之政治與安全議題。南韓在東協區域

                                                 
17 《ASEAN》，〈ASEAN-REPUBLIC OF KOREA DIALOGUE〉，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18《ASEAN》，〈JOINT COMMUNIQUE OF THE TWENTY-FOUR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Kuala Lumpur, 19-20 July 1991〉，http://www.aseansec.org/956.htm 
19《ASEAN》，〈Elevation to Full Dialogue Partner Status〉，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20《ASEAN》，〈Structural Mechanisms〉，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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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及後部長會議的積極參與，顯示其與東協的密切合作及強化區域和平與穩定

的意圖，而其將協議範圍擴大至政治及安全，則深深影響著東亞及全世界。21 
東協與南韓對話機制的發展成果，展現在南韓參與「東協加一(南韓)」高峰

會，以及東協加三(中共、日本及南韓)，這兩個協商機制提供東協成員國及南韓

領袖們每年對於東協─南韓關係及東亞合作關係議題上交換意見。 
前南韓總統金大中無疑是促進東亞合作的領導性人物。他在 1998 年東協加

三高峰會中成立了「東亞合作展望小組」(East Asia Vision Group, EAVG)，用來

考量及建議未來東亞合作的議題。「東亞合作展望小組」的報告及建議將在很快

地送達東協加三所有領導人手上，並曾在 2001 年 11月所舉行的東協加三高峰會

進行討論。 
此外，之前在新加坡所舉行的東協加三高峰會上，金大中又創立了「東亞研

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其成員包含東協秘書長、東協會員國、
中共、日本以及南韓的資深官員，評估並探尋相關改革議題以使東協加三高峰會

能夠進而成為東亞高峰會。「東亞研究小組」擁有一組包括東協及中共、日本及

南韓部長及相同層級的的官員，以及東協秘書處的代表。「東亞研究小組」被賦

予評估「東亞合作展望小組」議題並提交報告至東協加三高峰會。 
 

(二)東協與南韓政經合作 
1.政治合作 

南韓支持東協在東南亞建立一個和平、自由和中立區及無核子武器的區域。

南韓亦支持東協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驅動力。南韓亦表明其將加強與東協在全球

裁減軍備議題上合作的興趣，並經由更緊密的協商來獲得更多的利益。另一方

面，東協亦支持金大中總統針對其與北韓間關係所倡導的陽光政策。東協與南韓

皆歡迎北韓參與 2000 年 7月在曼谷舉行的第 7屆東協區域論壇。22 
2.經濟合作 

(1)貿易 
東協與南韓間的經濟與貿易關係在近年來成長迅速。自 1988至 1996 年間，

南韓與東協之雙邊貿易平均年成長率 22%，但卻因 1997 年的金融危機而下降。

雖然，導致金融危機的不良因素尚未完整解除，但東協各國已以實際作為告知全

世界他們已重新站起來了。這種趨勢可從東協內部貿易看出來，其進口值從 1999
年 6兆 1千 1百億美金到 2000 年的 7兆 7千 6百億美金，相對成長 27%。出口
值則是從 1999 年的 7兆 7千 5百億美金到 2000 年的 9兆 7千 8百億美金，成長

26.3%。23 

                                                 
21 《ASEAN》，〈ASEAN-ROK  Summits and ASEAN + 3〉，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22 《ASEAN》，〈Political Cooperation〉，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23 《ASEAN》，〈Economic Cooperation〉，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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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金融危機的影響，東協、南韓雙邊貿易從 1997 年 2兆 5千 6百億美金

下降至 1998 年 1兆 7千 1百億美金。隨後，東協更經歷了對南韓貿易高達 33.1%
的負成長。儘管如此，在接下來的 1998至 2000 年間，其雙邊貿易平均成長了

29.5%。在同一期間，東協與南韓間貿易所增加的百分比，比起東協內部貿易的

15.1%還要卓越。 
從南韓進口的貿易值從 1999 年 1兆 2千 1百億美金到 2000 年 1兆 4千 4

百億美金，上升 19.5%，而東協的出口值亦從 1999 年的 1兆 9百億美金提升至 1
兆 4千 1百億美金，上升 29.4%。雖然東協對南韓的出口值成長的比率高過進口

值，但就利潤的觀點來看，東協對南韓貿易仍屬赤字。 
(2)投資 

在金融危機前與金融危機後時期，在東協的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規模改變不大。南韓為對東協直接投資的十大投資國之一，而

前五名分別為歐盟、日本、北美、亞洲新興經濟體及東協內部。 
南韓為對東協的主要投資者。尤其是在 1980 年代至 1990 年代前半期。由於

南韓境內的高工資與高租金，導致其國內企業開始對外投資。與在東協境內投資

的成本比起來，東協的投資成本明顯較低，此外，投資機會與文化相似度較高亦

是當時韓國廠商對東協進行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24 
儘管在 1995至 1999 年間，南韓僅是對東協的第 10大投資國，投資金額約

為 3千 2百萬美金。然而，在 1999 年時，南韓製造業已將投資金額提昇至 2兆
7千 1百萬美金。目前，南韓已從金融危機後快速恢復，並著手進行重整計劃，

預料其在東協的投資金額將會快速提昇。 
 

(三)東協與南韓未來發展 
如前所言過去東協與南韓的局部對話關係集中於貿易、投資及旅遊等領域上

的合作。隨著雙方提升至全面夥伴關係，合作領域已擴大至科技、技術及人力資

源的發展上。在 1997 年「東協加一(南韓)」高峰會上，雙方領袖同意加強彼此

間的關係，合作範圍擴及環境與文化領域。25 
在 2000 年「東協加一(南韓)」高峰會中，強調了發展資訊產業、文化交流、

環境及縮短貧富差距的重要性。 
2001 年 3月第 5屆「東協加一(南韓)」高峰會議採取了「聯合計畫及檢視委

員會」(Joint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JPRC)26建議的 2001-2003 年工作計

                                                 
24劉德海，〈1990 年代以來南韓與印尼的政經關係〉，《海華與東南亞研究》，2卷 1期(2002 年 1
月)，頁 30-46。 
25劉德海，《南韓對外關係》(台北：永望，1997 年)，頁 15。 
26東協─南韓聯合計畫及檢視委員會(Joint Planning and Review Committee JPRC)成立於 1998 年 5

月，直到 1999 年 4月開始運作。自此之後，JPRC致力於東協─南韓對話架構的提升、計畫、檢

視及雙方所有層面的發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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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它包含了環境、運輸、科技、技術、旅遊以及強化東協秘書處等領域。除了

這些領域之外，南韓聲明將在某些領域中提供援助，這些領域包括：資訊科技、

人力資源、文化交流、醫藥援助等。27 
在 2002 年 11月「東協加一(南韓)」高峰會期間，南韓承諾資助 5百萬美金

以使東協整合行動(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下的計畫得以推行。一個

由南韓國際合作機構(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KOICA)所派出之調
查團隊，將於 2003 年上半年至東協秘書處，討論及決定南韓在政治領域所能提

供的貢獻。 
2003 年 10月第 7屆「東協加一(南韓)」高峰會認為，東協與南韓間之經濟

關係未來具有相當大的開發潛力，並鼓勵在農業、貿易及投資方面的合作。 
南韓現今已是東亞合作發展最堅實的盟友之一。「東亞合作展望小組」與「東

亞研究小組」皆是由南韓所創設。在 2003 年 12月，南韓更將主辦東亞論壇(East 
Asia Forum)的第一次會議。28 

 
肆、朝鮮半島問題對東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 
冷戰後東南亞國家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是相當關注的。東協藉每年的外長

年會或利用主導東協區域論壇的機會，呼籲半島南北雙方用對話代替對抗，積極

支援有關各方，為緩和朝鮮半島局勢而作出的各種努力。因此，朝鮮半島問題對

東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區分政治、經濟、安全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就政治影響： 
「核武政治」與「飛彈政治」是北韓近年一直在玩的籌碼，美國的非核化戰

略、南韓的和解政策與日本的建交規劃等，都未能成功地將北韓帶進國際社會，

相反的，平壤卻一再做出令周邊驚嚇的舉動，這次核武危機與飛彈試射，再度升

高緊張情勢。北韓深知其行為將造成東亞的不穩定，因此不顧其孤立與惡名，試

圖以此籌碼要脅美國、日本和南韓，其主要目的即是欲藉此取得經援等利益，以

維持其政權的延續。 
2002 年 1月 10日新加坡總理吳作棟到泰國訪問，兩國總理協商關於反對恐

怖主義的合作、發展核武的問題和北韓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NPT)，他們希望
談判程序仍繼續從事，泰國總理塔信向吳作棟提出東協區域論壇舞台該扮演該問

題的主要角色，吳作棟也贊成塔信的提議。29同年 1月 27日第十四屆東協歐盟
部長會議(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 ,AEM)在布魯基爾﹒比利時舉行。泰國

外長蘇拉傑以泰國總理塔信之概念在會中提議，朝鮮半島緊張之情勢東協區域論

                                                 
27朴成勳，〈最近 ASEAN的經濟協力擴大深化與我國的進出戰略〉，《今日的世界經濟》，1999 年

5月 23日，頁 8。 
28《ASEAN》，〈Current ASEAN-ROK Relationship 〉，http://www.aseansec.org/7672.htm 
29泰國外交部，《2003 年 1月 10日至 12日新加坡總理與團體訪問泰國文件》，2003 年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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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主席應該企圖設立工作小組扮演調停者角色，所有提議都獲得會議同意和支

持。30 
2002 年 2月 22日在馬來西亞舉行第十三屆 Non-Algned Movement 

Summit(NAM)。突尼斯贊成泰國提出以東協區域論壇舞台，解決朝北韓核武危

機問題之概念。3月 19日東協部長非正式會議，在馬來西亞舉行，會議同意泰

國的提議以東協區域論壇舞台解決朝鮮半島的問題，並支持東協輪值主席扮演調

停者之角色，與美國和北韓協商。314月 18日北韓駐泰國大師與泰國總理會見，

他表示：「感謝泰國總理，企圖以東協區域論壇降低區域緊張之情勢，尤其是朝

鮮半島危機的問題，並且北韓認為泰國是北韓的好友」。 
雖然，目前北韓核武危機之情勢未有結果，但從上面可知東協國家對該問題

之態度。其不僅是對該問題表示關心，加上仍提出若干方式解決問題，尤其以推

動東協區域論壇為解決北韓核武危機舞台，以及提出東協區域論壇主席對區域安

全問題增加處理的角色。 
 
第二，就經濟影響： 
東協自從 1997 年金融風暴後如今才逐漸復甦當中，現在維持穩定，發展經

濟，是其政策的首要目標。32所以，它說明得很清楚，希望朝鮮半島非核武化，

又表達它自己影響力有限。所以它支持美國、中共、日本與南韓直接跟北韓在東

協所主導的會議或東協區域論壇來談判，而不是置身事外。朝鮮半島的非核武化

對東南亞國家來講是非常重要，它擔心會發生一些連鎖的反應，如果朝鮮半島核

武化的話，日本及南韓是不是要核武化？整個亞太地區——東北亞，核武的競

賽、核武的緊張，這對「東協加三」的經濟發展相當不利，更影響將來「東亞自

由貿易區」的推動。 
 
第三，就安全影響： 
北韓現在雖然已加入了東協區域論壇，東協就可以充分利用論壇與北韓的正

常關係發揮主導作用。對此英國「經濟學家」2000 年 7月 29日在「災難俱樂部」

一文中指出：「由於東協內部沒有什麼現在可以向外界炫耀的東西」，為避免東協

區域論壇被指責為「清談館」，因此，東協力主北韓加入，以表明東協和東協區

域論壇為「鼓勵這個與世隔絕的王國擺脫自我封閉狀態盡了自己的一點力量」。

日本「每日新聞」也引述東協有關人士的話說：「把北韓納入多邊磋商的框架內，

討論亞太地區的安全問題，這也將促進東協內部充滿活力。」33 

                                                 
30泰國外交部，《朝鮮半島情勢之聲明》，2003 年 1月 31日。  
31泰國外交部，《東協部長非正式會議的決議》，2003 年 3月 19日。  
32 《ASEAN》，〈Review of ASEAN’s political and Security, Economic, and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ternal Relations Since the 29th AMM/ PMC in July 1996〉， 
http://www.aseansec.org/general/ publication/ au2979.htm,p.1 
33《日本每日新聞》，2000 年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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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區域論壇自 1994 年成立以來，主要依循三階段程序來建構亞太安全合

作機制：第一階段推動「信心建立措施」；第二階段發展「預防外交」；第三階段

則為建立「解決衝突機制」。東協區域論壇是合作安全的一種表現和實踐，它凸

顯了安全觀和安全理論方面的某種不同於以往的特徵。論壇不是解決領土爭端、

邊界糾紛等的仲裁機構，而是著眼於以「合作促安全」、「對話促溝通」，彼此以

「平等參與、協商一致、求同存異、循序漸進」的工作方式推動「信心建立措施」，

進行「預防外交」，為朝鮮半島爭端和糾紛的解決創造寬鬆的氣氛和條件。 
從這個角度上說，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實際上也是開闢了又一條關於朝鮮

半島問題對話的渠道。對這一點，有輿論指出，北韓的參加，與會各國就朝鮮半

島的局勢進行磋商，以及建立緩和緊張局勢的合作體制，都將有助於這個地區的

穩定，符合使糾紛防範于未然的「預防外交」的目標。34由於對話有利於合作而

不是對抗，這對東北亞地區的安全甚至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只會有好處；同樣

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肯定有利於亞太地區政府間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的

深化，並為該地區安全秩序的建設帶來活力。 
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是亞太地區和平機制與安全秩序建設的一件大事，它

將結束東協區域論壇討論朝鮮半島局勢問題時當事國一方缺席的歷史憾事，必將

有助於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向穩定與和平的方向發展。但是，北韓毅然在 2002
年退出柬埔寨金邊所舉行的東協區域論壇，讓東協喪失緩解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

一次機會，美國邁阿密大學的東亞安全問題專家德雷依爾女士表示，北韓政府一

貫逃避可能受到國際社會壓力的場合。35 
在全球化時代來臨之際，各國間之互動關係將更為頻繁，且朝鮮半島問題嚴

重影響東亞區域安全，東南亞國家為了自身安全與發展，及實現「和平、自由、

中立區」（ZOPFAN）以及「東南亞非核區」（SEANWFZ）之戰略目標與理想，

勢必不能排除區域外勢力之參與。36惟有積極關注半島核危機發展，基於互惠與

合作，協助南、北韓國家實現建立半島為和平、自由、中立與非核區之目標。37 
波灣二次戰爭以後的新形勢，如果東協與南、北韓的關係再維持原有狀態，

就對東協不利，東協希望在朝鮮半島的和平機制建設中顯示存在的價值。「四邊

會談」雖然舉行了多次及 2003 年 8月「六邊會談」，但實際成果不多。朝鮮半島

局勢的發展不如預期順利，新的二次「六邊會談」即將召開，由此，使建構新的

朝鮮半島安全保障機制的聯動效應的迫切性增大，東協應該利用這一格局變動的

有利時機，展示組織存在的機會已經到來，使東協能成為東亞地區安全事務主人

之一，如此才能維護東南亞國家之重大利益。 

                                                 
34《中共社科院》，〈北韓加入東協區域論壇及其意義〉，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wordch-en/ch-qklmj.htm 
35 《大紀元》，〈北韓決定不參加東協區域論壇〉， 
http://www.epochtimes.com/b5/3/6/12/n327628.htm 
36《南洋．星洲聯合早報(新加坡)》，1997 年 6 月 2 日，版 26。 
37《ASEAN》，〈The Treat y on The Sout heast Asia Nucl ear Weapon-Free Zone〉， 
http:// www.asean.or.id- pol _agr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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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海兩岸危機 
冷戰結束後，東亞雖擺脫捲入兩極對抗的陰影，惟仍潛存朝鮮半島情勢、南

海群島主權爭端與臺海情勢等衝突點。其中，南海島礁主權爭端與臺海情勢並凸

顯為東協與中共之安全戰略衝突點。台灣海峽為國際重要航道，一旦發生軍事危

機，勢將危及周邊國家之經濟與戰略利益。38特別對東協國家具有政、經戰略意

涵，兩岸如爆發軍事衝突，臺灣海峽不能維持正常航運，勢必衝擊東協國家的經

濟發展，並將牽動美、日、澳，甚至是南韓與中共之關係，不利區域情勢之穩定。

臺海兩岸如統一在中共體制之下，勢將改變區域權力結構，不利東協實現現階段

維持強權在區域權力平衡之戰略目標，並將使東協受到中共更大之制約，中共將

更能肆無忌憚的解決南海島礁主權問題。39因此，如何避免臺灣海峽爆發軍事衝

突就成為後冷戰時代亞太安全的重要課題之一。 
從東南亞的觀點來看，東南亞國家不可能忽略中共在政治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同時它也不可能忽略中華民國(以下以台灣簡稱)在經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其結果是，東南亞國家只好就自己認定的中共和台灣的重要性與兩岸進行交往，

在台灣問題上，由於中共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使得問題更形複雜。40 
若從安全的角度來看，台灣的安全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由於我

與東南亞各國關係仍以雙邊關係為主，我國與東協關係仍極為微弱。東協國家對

我參加東協安全機制的對話之門仍未敞開，而東協安全機制中所討論之議題對我

國安全有多大的實質利益仍值得探討。 
當台灣亟力推行「以經濟換取政治，以經貿拓展外交」為訴求的南向政策，

並配合著「以社會文化交流，來增強雙邊政交經貿關係」的作為，積極發展與東

南亞國家之實質外交關係，中共也正積極地向東南亞國家展開政、經、貿、外交

與文化之全方位策略發展，來拉攏東南亞國家，藉以鞏固中共在此地區的政經優

勢，並對抗台灣的南向政策，無疑地，東南亞已經成為台海兩岸較勁的新「疆域」。
41 
壹、台海地緣戰略之重要性 
台灣的重要地緣意義體現在它扼西太平洋南北航線之要衝，既是亞歐大陸東

入太平洋的橋頭堡，也是從海洋西進歐亞大陸的跳板與基地。異常重要的國際戰

略地位，使台灣歷來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對於美國來講，冷戰時期，台灣是美國

在西太平洋「不沉的航空母艦」，是其對抗「社會主義」陣營有效扼阻了共黨勢

                                                 
38《楊永明國際事務》，〈東協區域論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 
http://140.112.2.84/~yang//Paper-ARF-0300.htm 
39謝福進，〈後冷戰時期東協與中共之安全戰略目標衝突─臺灣議題〉，《遠景季刊》，3卷1期 (2002

年1月)，頁67-103。 
40Kenneth Boutin，〈Taiwan's Security in the Year 2000: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Taiwan's 
Security in the Year 2000座談會，台綜院主辦，2000 年 12月。 
41宋鎮照，〈台海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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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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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對外擴張的東方基地。冷戰後，台灣則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前沿陣地，是其為遏

制中國而設置的環太平洋戰略鏈的中間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42 
就地緣戰略言，台灣位於花采列島的中央位置，也是連結東北亞與東南亞的

臍帶，而台海地理位置不僅居於樞紐地位，掌握區域內的交通往來，為俄羅斯、

日本、朝鮮半島與東南亞各國之中間橋樑。因此任何區域內的主要國家若能掌握

或影響台灣，便能有效控制或影響區域內的海空交通，則對其國家利益將有莫大

的助益。43 
就軍事價值言，台海是中共東出太平洋之必經重要孔道，中共近來重新調整

戰略重心由北方移到東南沿海，中共海軍戰略隨之由近岸防禦逐漸向「藍水(近
海)」擴展。換句話說，從第一島鏈(由南韓、北韓、日本、琉球、台灣、菲律賓

一線所形成)擴展到第二島鏈。44同時台海也是美國屏障西太平洋安全的戰略要

域，更是美國在亞洲重要盟邦——日本生命補給要道。中共若能控制台海，即可

將台灣作為東出太平洋的跳板，直接衝擊美日安保體系，屆時東北亞與東南亞等

重要航路之控制權都將落入中共的手中。反之，則可遏制中共勢力擴張。與中共

解放軍有密切關係的彭光謙指出：「臺灣是中國大陸東南沿海扼守西太平洋第一

島鏈的戰略樞紐，是確保『祖國』大陸安全的海上屏障。臺灣作為『祖國』大陸

的海上前哨，位於東海大陸架的東南緣，不僅扼守中國南北交通要衝，而且是控

制西太平洋的的戰略咽喉點。它歷來與『祖國』大陸唇齒相依，互為拱衛，攻防

一體。臺灣離不開大陸，沒有大陸的依托，臺灣一島孤懸海外，只能成為霸權主

義者的獵物。大陸也離不開臺灣，一旦臺灣淪於外國勢力之手，臺灣不但失去了

屏障國家安全的作用，而且將進而成為外敵進攻大陸的跳板和據點。臺灣和臺灣

海峽不僅事關『中國』的安全，而且事關中華民族的發展。對於分裂主義勢力和

外國勢力利用臺灣窒息『中國』的經濟發展，扼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任何

圖謀，『中國』人民決不會聽之任之。」45另外，張文木認為：「臺灣是『中國』

進入太平洋最直接的門戶，是日本南下必經之途。控制一個與中國大陸分離的臺

灣，美國就此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懾東盟，西可堵截中國大陸，而動搖中國大陸

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地位，就可使中國大陸失去最接近麻六甲海峽的戰略基地，從

而進一步失去對由麻六甲海峽進入印度洋這一具有生死攸關意義的戰略地的天

然控制力」。46 
另就航運安全言，台海地緣戰略對日本、俄羅斯、中共、韓國、東協國家及

我國之貿易活動均具關鍵性的影響。就日本利益來說，日本小島朋之教授就認

                                                 
42《中共南方》，〈台灣的價值何在？〉，

http://61.144.25.119/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hktwma/taiwan/zhentantt/200210300674.htm 
43林中斌，《2010中共軍力評估》(台北：麥田，2000 年 6月 1日)，頁 48-49。 
44艾端午〈中共藉軍演完成新戰略佈局〉，《戰略與管理》，4期(1996 年)，頁 66。 
45《人民日報》，1999 年 8月 12日，版 5。 
46張文木〈柯索伏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略〉，《戰略與管理》，3期(1999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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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海峽是國際公共財產，必須確保其安全與和平。47另白樂崎先生也認為

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貿易要通過台灣鄰近海域。若台海發生戰爭封鎖台灣海峽和巴

士海峽，可以使其它國家的軍艦，從海參威到金蘭灣，以至於印度洋，攔腰截為

兩段，變成首尾不能相應；這個封鎖，又可以使馬六甲海峽，完全失去了使用價

值；同時，所有的油輪和貨輪，都不得不改道而來；它們不是經過印尼的龍目海

峽，瑪伽瑟海峽，西勒泊海峽，沿著菲律賓的南方前進；就是經過帝汶海峽，新

幾內亞，駛向菲律賓的南方。那麼，前者要比經過馬六甲海峽，增加 1,200哩的
航程：後者更加增加到 5,200哩以上航程。48因此，台海安全與整個亞太地區的

穩定密不可分。49由上述就可瞭解到台海地緣戰略的重要性。 
 
貳、台灣的東南亞戰略 
一、台灣對東南亞國家之發展策略 
台灣對東南亞國家之發展策略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一)蔣中正時期(1950 年至 1975 年) 
此期間是台灣反共意識形態最堅強時期，遵守「國共不共存、漢賊不兩立」

最高指導原則推行外交政策；50台灣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基本上是處於停滯低

迷期。在 1960 年代裡，台灣與越南、高棉、泰國、菲律賓、馬來西亞仍維持有

正式邦交關係，且雙邊關係非常密切。但自越、柬、寮相繼赤化後，共產勢力快

速在東南亞地區擴散，嚴重威脅到其他國家安全。原本堅決採取反共立場的東南

亞國家，在 70 年代為求自保，並期盼中共承諾東南亞的中立地位，以建交方式

來交換國家安全，遂斷絕與台灣的官方關係。51台海兩岸在東南亞的外交發展，

可說開放了競逐的「零和」遊戲。52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的正式邦交關係，除了受

到我與中共政權的相互競爭主權之外，亦與我於 1971 年 10月退出聯合國息息相

關。53 
 

                                                 
47《自由時報》，1999 年 6月 13日，版 3。 
48《新報》，〈台灣是世局安危的關鍵〉， 
http://www.future-china.org.tw/fcn-tw/200302/2003021801.htm 
49《自由時報》，1999 年 6月 12日，版 15-19。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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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51當北越共黨於 1975 年 4月下旬攻佔南越，而成為越南統一後的執政者之後，中南半島的政治
情勢亦為之轉變，高棉及寮國亦隨即淪陷。中華民國政府除了立即開閉原來駐「越南共和國」的

大使館，及撤回駐高棉的代表團之外，與其他三個國家的關係亦隨之不保。馬來西亞在越南被赤

化之前，於 1974 年 5月 31日即與中共建立正式外交關係，而中華民國政府隨即被迫關閉駐吉隆

坡的總領事館。菲律賓政府於 1975 年 6月 9日與中共建交，而泰國則是於 1975 年 7月 1日與中
共建立正式外交關係；當然，中華民國政府在「漢賊不兩立」的外交政策之下，亦分別於 6月 9
日及 7月 1日宣佈與菲律賓及泰國斷交。泰國成為中華民國在東南亞最後一個斷交的國家。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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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52宋鎮照，〈台海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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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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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110

(二)蔣經國時期(1976 年至 1987 年)  
蔣經國就任台灣領導人之後，努力推動擔任院長期間的「十大建設」，台灣

經濟從此突飛猛進，台灣的外交政策在這一時期之內，深受國際環境及國內政經

變化的影響。在政治外交受挫，經濟卻蓬勃發展的情況之下，台北當局就發展出

「實質外交」的政策，這是蔣經國先生擔任行政院長時所提出的。所謂「實質外

交」，其主要意義就是在不與中共妥協的前提之下，積極與無邦交國家建立及發

展實質的關係;其具體作法就是在無邦交國家設立外交據點，以作為雙方聯繫的

管道。雖然台灣與東南亞國家沒有正式官方關係，但在經貿文化上卻仍維持相當

密切的關係。雙方設立非官方的駐外機構，並賦予一些外交功能，就是最好的例

子。不過，由於中共已逐漸進入國際社會，開始嚴厲的對抗台灣政府的外交空間，

因此，台灣與東南亞的非官方關係仍受到很大的限制。以經貿掛帥的外交策略，

成為台灣開拓東南亞國家外交關係的主軸。 
 

(三)李登輝時期(1988 年至 1999 年)  
由於中共在國際上變本加厲的排擠、孤立、與打壓台灣政府，李登輝就任總

統為維護國家利益，以及突破外交困境，全面調整了開拓與提昇東南亞外交關係

之策略，採取了「務實彈性的外交策略」，54也就是「積極主動、靈活務實」的

作法，本著「政經分離」的原則，透過經貿、文化、科技、旅遊、軍事之交流，

與無邦交但友好的東南亞國家建立實質關係，作為重回國際社會的跳板。55 
1993 年經濟部長江丙坤赴越南及新加坡考察返台後，即正式提出以東南亞

國家為今後對外投資和貿易重點地區的「南進政策」，並由經濟部設立了「東南

亞地區經貿工作專案小組」56及成立「亞洲台灣商會聯合總會」，希望能藉此整

合台商的力量，共同進軍東南亞市場；選定越南、菲律賓、印尼、新加坡、馬來

西亞及泰國為投資重點國家，為了替「南向政策」開道助陣，台灣高層政要紛紛

以「度假」及「私人訪問」等名義赴東南亞國家訪問；與此同時，台灣外交經濟

財政等部會，推動南向政策的相關措施也都先後推出；同時各部會依相關南向策

略，極力促成東南亞國國家的部長級官員私訪台灣，希望以此加強與東南亞國家

實質關係，擴大台灣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並為其「務實外交」爭取更多的支持力

量。57 
台灣之所以如此重視南向政策的推行，基本上有下列幾個層面的政經考量：

首先降低台商的大陸熱(分散市場與投資地區) ；二是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

                                                 
54務實外交的指導方針，台灣的對外關係發展有下列三項重點：一為鞏固並加強與有邦交國家之

雙邊關係，二為提昇與無邦交國家之實質關係，三為積極參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 
55宋鎮照，〈台海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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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 
56李登科, 〈南向政策與務實外交政策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12期 (1997 年 10月 10日)，
頁 103-134。 
57馬瓔，〈兩岸關係中的東南亞因素〉，《東南亞研究》，3期 (2002 年)，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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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三是增進與東南亞國家的實質關係並增強我國在區域安全體系中的關鍵

地位。58 
由於台灣與東南亞各國在這段期間之內，並沒有任何正式的外交關係，但由

於台灣的經濟成就及民主化的演進，卻使得台灣與東南亞各國維持相當良好的實

質關係。也正是台北發揮「經濟聯結外交」策略的最佳時機。因此經濟資源就成

為與東南亞國家談判的重要籌碼，在過去的十年期間，這種聯結的策略運用相當

成功，因而促進台灣與東南亞國家政治實質關係的提昇。如台灣在東南亞的駐外

單位的層級，及與東南亞官員互訪的情形，都比以前大為提昇許多。此外，在

80 年代初期，台灣的經濟表現與大陸相比較，擁有相對的優勢，這也是台灣務

實外交可以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因此，與其說務實外交的政策帶動台灣對外關

係的發展，倒不如說台灣的經濟實力促成台灣國際地位的提昇。 
南向政策從 1994 年開始，投資菲律賓的蘇比克工業區，印尼巴譚計畫和越

南河內等計畫，失敗於 1997 年的東亞金融風暴，幾乎全軍覆沒。失敗的主要原

因是投資環境不理想，經不起任何金融和貿易衝擊，是一場典型的以政治為主

導，經濟為買單的活動。正因為有南向投資的失敗，才有民進党前主席許信良提

出大膽西進的政策。59 
 

(四)陳水扁時期(2000 年至今)  
陳水扁於 2000 年 5月 20日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其外交政策繼續堅持

李登輝先生「務實外交」路線；競選時發表外交政策白皮書，揭櫫跨世紀台灣外

交政策的原則：一、以「新國際主義」為主軸的台灣國際新角色；二、以主權獨

立為優先、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為共同核心的正常化外交關係；三、以多元外交

為全面參與國際社會的起點。在其就職演說中提出「四不一沒有」的承諾60，藉

此想持續穩定兩岸現況及符合美國亞太利益。陳總統強調，面對矛盾對立的國際

現實，台灣的外交視野與角色須重新檢視和調整，方得以在多方勢力競逐中，謀

求平和的「新中間路線」與更寬廣的外交空間。台灣應經由多重管道，積極開闢

在國際主流建制以外的戰場，在「新國際主義」帶領下，台灣國際新角色將是一

個崇尚國際主流價值，積極與國際交往，同時廣泛參與國際各層面事務的「國際

秩序忠誠維護者」，絕非「麻煩製造者」。 
在外交政策的策略方面，陳總統強調台灣外交政策主軸大致可歸納為「民主

人權外交」、「經濟共榮外交」、「和平安全外交」三項，促進亞太和平政治架構的

出現，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台灣投資於東南亞泰、馬、菲、

越、印尼等國歷年累計達五百億美元，在各該國家之外資均名列前茅；以台灣在

                                                 
58李登科，〈南向政策與務實外交政策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12期 (1997 年 10月 10日)，
頁 103-134。 
59〈堅持中華民國是維護臺灣的關鍵〉，http://bjzc.org/bjs/bc/113/98 
60即不更改國號、不宣布台獨、不推動統獨公投、兩國論不入憲、沒有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領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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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各國的經濟實力，對此一區域經濟合作議題自不能缺席。針對「中國大陸—
東協」自由貿易區之概念，一般認為東協與中共在經貿上終究「競爭性大於互補

性」利益；雖然東協國家迫於中共強大地緣政治壓力，台灣卻有可觀資金及技術

等經濟實力相抗衡，故我國靈活運用經貿外交，尋求與個別東協國家政治對話或

提昇雙邊關係之空間恆大。61 
陳總統在 2002 年 8月 24日的「大溪會議」及 9月 8日的「三芝會議」，也

對外交工作的推動提出重要指示：面對中共的打壓，台灣必須「堅定走出去」，

要求行政院各部會更要「全面動起來」，共同推動多層次、多元化、多面向的全

方位外交。除繼續鞏固邦交國關係，提昇我與東南亞無邦交的實質關係，加強對

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南亞之關係成為我現階段外交工作之四大重點，而「南向

政策」亦成為我增進與東南亞地區各國關係努力方向之一。62東南亞是中共地緣

戰略上的工作重點，但是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在地緣政治及經貿投資上也有密切的

共同利益。儘管在中共的強大壓力下，東南亞各國和我國的官方交往都極為低

調、慎重，但是雙邊各項實質交往仍然非常密切。63  
台灣與東南亞都受到中國大陸經濟磁吸效應的影響，因而在建構經濟安全戰

略上具有共同利益。為了推動陳總統提出的南向政策，我國駐東南亞各館處將全

力強化與各東協會員國之間的雙邊實質關係，藉由創造經濟共榮的環境，實現我

國經貿外交的目的。根據外交部之統計資料，截至 2002 年 12月為止，我國對東
南亞的投資總額為四百一十六億餘美元，係亞洲四小龍在東南亞投資最多的國

家。 
2002 年 5月我國與菲律賓簽署「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漏稅協定」，

8月在台北舉行「第 10屆部長級經濟合作會議」，菲律賓貿易部長羅哈士親自率

團與會。9月我國與泰國也在台北召開「第 13屆民間經濟合作會議」。在出訪方
面，2002 年我國共有呂副總統、監察院長、立法院江丙坤副院長、僑務委員會

張富美委員、內政部余政憲部長等人訪問東南亞各國；此外，立法委員也曾組團

在三月訪問新加坡、馬來西亞及印尼等國，對拓展我國與各國雙邊實質關係大有

助益。64 
然扁政府推動「南向政策」受國內外及其他主客觀因素之影響所面臨之問題

有：65一、 區域邊緣化之疑慮，二、 台商投資營運風險，三、 台商亟盼政府

                                                 
61高英茂，〈European Union Study Association – Taiwan〉，台灣外交政策的願景座談會，歐洲聯盟

研究協會主辦，2002 年 6月 8日。 
62《中華民國外交》，〈2002 年外交年鑑〉，http://www.mofa.gov.tw/almanac2002/homepage.html 
63《中華民國外交》，〈當前外交政策(2002 年 10月 16日)〉，
http://www.mofa.gov.tw/newmofa/MajorSpeeches/chien911016.htm 
64 《中華民國外交》，〈當前外交政策(2002 年 10月 16日)〉，
http://www.mofa.gov.tw/newmofa/MajorSpeeches/chien911016.htm 
65《中華民國外交》，〈當前外交政策(2003 年 3月 26日)〉， 
http://www.mofa.gov.tw/newmofa/MajorSpeeches/tu9203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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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加上東南亞自 1997 年東亞金融危機以來，東南亞國家仍處於艱苦復

甦的階段，不但必須與中共競爭出口市場，也競爭外資來源。 
「911事件」及「東南亞恐怖主義」發生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雪上加霜。

中共適時運用這個機會，欲拉攏與東協關係並擴大其對東南亞的影響力。台灣過

去在南向政策上的經驗，儘管與當年面對的經濟背景不儘相同，但不論是失敗與

成功的經驗，都有值得參考之處。台灣如何與東南亞國家透過雙邊或是多邊的自

由貿易協定，增加商人進入此一區域經濟的誘因，從而帶動本身及東南亞國家的

經濟發展，都是大家應共同思考與解決的問題。66 
 
二、台灣與東南亞地區安全互動 
台灣表示有意加入東協組織、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東協區域論壇、亞歐高

峰會、甚至參與東亞經濟共策會等，就必然得看東協臉色。東協區域論壇是目前

唯一討論區域安全會議的國際組織，多年來我國一直希望能參與此項組織。中共

於 1995 年升格為正式的對話伙伴，在中共強烈排我，並要求東協嚴格遵守「一

個中國」政策的原則，我國連想成為經濟議題的「部份對話伙伴」的最低希望，

恐怕都十分渺茫。 
中共排斥我國參加國際組織的主要理由是： 一、台灣不是一個主權國家，

沒有資格參與以「國家身分」始得入會的東協區域論壇。 二、亞太安全合作理

事會雖然是民間性質的組織， 但台灣尋求加入此項組織乃別有用心， 企圖把台
灣問題國際化，因此中共要求該組織不能討論台海兩岸事務，認為這是中國的內

政問題，不容他國置喙。 三、由於中共是強國，東協國家都不敢得罪它， 而中
共最近在南海問題上，擺出低姿態，表示願意擱置主權爭議， 與相干國家共同
開發資源，這種友好示惠的態度，使東協國家更不想為台灣入會問題，而與中共

產生齟齬。 
東協的第一軌道安全機制──東協區域論壇，由於在 1996 年 7月在雅加達

召開的第 3屆東協區域論壇會議中，設定了會員必須是主權國家之標準，使我國

參與此一安全機制之希望受阻。就議題來看，東協區域論壇目前所關注的幾個重

點，如信心建立措施，核武不擴散，和平維持，搜難救援協調合作等議題都仍處

於初探之階段，而真正如台海危機，朝鮮半島及南海危機等緊迫性問題，在台灣

與北韓67的缺席下及中共的介入下，各國明知議題之重要性但卻避而不談，對我

安全助益有限。 
再如東協的第二軌道安全機制──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我國目前也只能以

個人觀察員身份參與；而「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下的幾個工作小組運作中，其

中海洋安全合作，合作性暨綜合性安全概念及信心安全建立措施與透明化等三工

                                                 
66《台灣智庫》，〈美日台三邊戰略對話－台北回合(邱義仁 2002 年 8月 19日)〉，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archives/000729.html 
67 北韓於 2000 年 7月正式派代表首次參加在泰國曼谷舉行的第七屆東協區域論壇，成為東協正

式對話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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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組，討論內容大體仍不出東協區域論壇之議題，至於另一與我較為相關之北

太平洋安全合作強化工作小組，從參與成員來看，大致包括澳洲、加拿大、歐盟、

印尼、日本、紐西蘭、俄羅斯、南韓、美國等國，以太平洋國家居多，東協國家

參與反而有限，顯然不是東協國家關心之重點，由此可見我對東協組織之參與及

東協安全機制對我安全問題幫助都極為有限。68 
1996 年台海危機期間，台灣問題成為第 3屆東協區域論壇會議討論的熱點，

與會國家大多主張將台灣問題納入正式議程，但遭中共反對。東協區域論壇各國

對台海情勢之關切，反映出亞太區域內任何危機都與各國切身相關。事實上，台

灣海峽為國際重要航道，一旦發生軍事危機，勢將危及周邊國家之經濟與戰略利

益。台海安全不僅僅是狹隘的國家安全問題，更是亞太安全重要之一環，在台灣

海峽建立「預防外交」刻不容緩。兩岸關係緊張，相關國家應增加制度化協商管

道以促進良性互動，而多邊對話的模式使相關國家之利益不致被忽視，並可化衝

突為合作，不啻為爭端解決之良方。小範圍的多邊安全合作為構成大範圍集團安

全之基礎，當前亞太集體安全機制尚未成形，各國尋求本身安全保障之餘，區域

共同安全價值之建立，應是最終和平穩定的條件之一。 
九一一事件以後的反恐行動，不但改變了美國的戰略觀，也讓全球對於安全

議題有了重新的認識。東南亞地區成為反恐行動的一個新焦點。而台灣在整個西

太平洋網絡的樞紐位置，不論是在資金、交通、情報、通訊等方面，都有其不可

或缺的地位，尤其台灣距離菲律賓非常近，缺少台灣的參與，將是美、日與區域

反恐合作的損失。我們願在此強調，台灣有絕對的意願與美、日及國際來共同因

應恐怖主義所帶來的問題。69 
北韓秘密發展核武器、彈道飛彈、經濟困頓、飢荒不斷的北韓，受歡迎加入

「東協區域論壇」。台灣對東南亞投資的挹注、外勞的吸納，加上經貿的熱絡與

地理的鄰近，卻無法成為東協的對話伙伴或觀察員，而與東協戰略暨國防研究機

制的對話亦受到中共的干擾。中共與東協研商的「南海區域行為準則」亦將台灣

排除在外。台灣無法參與及被排除，究竟是受到限制，或相對而言，有較大的裁

量空間可採取片面、果敢的作為，以實力加上精心設計的戰略，贏得周邊國家的

尊重。「東協區域論壇」正處於「信心建立措施」與「預防外交」交叉重疊的階

段，但沒有一個成員完全將安全仰賴此一機制。它鼓吹概念有餘，但真正維繫亞

太和平的仍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多組雙邊安保條約。在台海危機，美國在過去、現

在及未來均扮演「預防外交」的唯一角色，「東協區域論壇」不可能有具體的干

預行動。70 
 

                                                 
68郭臨伍，〈台灣參與亞太多邊組織之策略〉，《國策期刊》，171期(1997 年 8月)。 
69《台灣智庫》，〈美日台三邊戰略對話－台北回合(邱義仁 2002 年 8月 19日)〉， 
http://www.taiwanthinktank.org/archives/000729.html 
70林正義，〈東協區域論壇與台海安全〉，《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11期(2000 年 8月)，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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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中共的東南亞戰略 
中共建立政權以後，即以追求政權的穩固，提昇國家地位，增強國際影響力，

以及完成國家統一為目標。中共鑒於大陸經濟與社會問題重重，需要營造一個穩

定的國際環境，使其能專注於解決內部問題，所以在安全戰略上選擇「自主合作」

的路線，在外交上採取「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以及「絕不當頭」的作法。71中

共認為致力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是中共能否實現亞太地緣戰略目標的關鍵，其次

是在亞太地區進一步推動睦鄰外交，鞏固與擴大周邊戰略關係。為紓緩地緣戰略

壓力，中共將加強全方位外交，建立總體均衡的大國關係，特別是力求與美國關

係的平穩發展。其次是繼續推進多邊外交，著重國際與地區組織的作用。第三則

是重視「新威懾戰略」的研究，以防止其他國家介入台海的衝突。72 
因此，中共對東南亞之安全戰略目標概分三個時期： 
一、冷戰時期 

1949至 1978 年間，中共外交政策基本上由毛澤東主導，一直採取著兩項原

則：一是「仇外與安內」原則，另一個是「意識形態」的外交原則。73 
在仇外與安內的原則上，中共當局特別重視主權獨立與領土統一的問題，一

方面藉以支持其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基於中國近百年來受到強權的瓜分與

不平等待過的歷史經驗，在強烈的民族主義意識下，產生仇視帝國主義的情結。

簡言之，對外策略充分表現出民族主義的色彩。這反映在兩個中共早期的外交策

略，一方面是堅持「反美反霸」、甚至「反蘇」的外交政策原則，採取了所謂的

「革命外交路線」。74中共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發展與策略,充滿著民族主義
與歷史心結,強烈地烙上「宗主國」與「藩屬國」的相對觀念，表現出一副老大

哥的姿態。對東南亞之安全戰略目標主要是在防阻東南亞國家成為美國與蘇聯對

其所展開之包圍戰略的一部份，進而希望彼等能支持其對抗美國與蘇聯的政策。
75 
在意識形態上的外交原則與策略，則以共產主義為依據，進行革命造反外

交，凸顯出與資本主義國家抗衡的態勢。中共與東協國家無邦交的關係，充分表

現在意識形態的對立上，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之聯合東協國家進行圍

堵中共勢力的發展。由於中共與東協國家敵對且無邦交，也使得中共對東協國家

採取「黨對黨」的外交策略，積極發展中國共產黨與東協國家內各共產黨的關係，

                                                 
71 《中共多維週刊》，〈江澤民說要以兩手對付西方的兩手〉，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28/ChinaAffairs/2139.html 
72《中共大連友誼（集團）網》，〈中國共產黨〉， http://www.dlyy.com.cn/dj/dang3.asp 
73竇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概述》(上海：上海外語教育，1989 年)，頁 9。 
74葉翔之，《中共對外開放論壇》(台北：正中，1976 年)，頁 6-10。 
75顧長永，〈從政治經濟層面論中共的東南亞華僑政策〉，《中國大陸研究》，37卷 9期(1994 年 9
月)，頁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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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顛覆當地政府。76並加強與北越、高棉、寮國、和緬甸等共產主義國家之外

交關係,給予資金和軍備的援助,進行「反圍堵」的解套抗爭。77 
1979 年後的鄧小平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推動，開始採取開放的務實

外交策略，淡化意識形態的對立外交。而務實開放的外交策略，大力爭取外來援

助、資金融資與投資，來支助經濟建設與發展。78因此，對東協外交關係的發展

目的，逐漸從政治軍事面，轉為以經濟貿易為主要考量，進而採取政治經濟雙向

並行的策略。 
在鄧小平主政的前半期，中共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策略與原則，一般說來仍

然堅持兩個重點：一是東南亞國家不得挑戰中國在該區的主導地位，另一是東南

亞國家不得尋求其他強權(主要指美國)的支持。因此，中共對越南的懲罰性戰
爭，便是一個明顯例子。此時期中共對東南亞的外交關係發展與反應，著眼點是

針對蘇聯勢力的進入，挑戰了中共對東南亞國家在傳統觀念上的優勢與宗主權。 
1989 年天安門事件後，中共外交發展又陷入國際孤立的困境。因此，對東

南亞外交的發展策略，自然重申敦親睦鄰的友好政策，改被動為主動，並加強經

貿外交關係，吸引外資(主要是華僑資金) ，降低意識形態的色彩，積極參與東

南亞事務，獲取東南亞國家在國際政經上的支持。在外交上表達對東南亞國家的

善意，降低其敵意的疑慮。79因此，中共對東南亞國家採取懷柔政策，當是最佳

的抉擇。 
二、後冷戰時期 
後冷戰改變了中共與東南亞的政治與外交關係，從衝突、對立到實質合作與

互賴，並時而出現對恃、妥協、互利、合作、與抗衡的現象，可以說是各懷鬼胎，

卻又各取所需的微妙鄰居。80彼此體認到「以合作替代衝突」、「以對話代替對

抗」、「以經濟合作替代政治抗衡」之重要性，形成雙邊實質利益的共識。中共仍

未改變其追求政權的穩固，提昇國家地位，增強國際影響力，以及完成國家統一

之長遠戰略目標。對東南亞的戰略目標方面，包括爭取和平的區域國際環境，以

利其發展經濟；避免東南亞倒向美、日，確保共黨政權之穩固；保衛國家領土主

權與海洋權益；防阻臺灣與東南亞國家實質關係之提升，創造有利其解決與臺灣

統一問題之區域環境，以實現國家統一，以及恢復在東南亞之優勢地位。81 
1988 年李登輝先生繼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前，由於中共對東南亞的安全戰略

目標主要是圍繞在其與美、蘇之互動關係上，並反擊美與蘇對其之威脅為主，加

                                                 
76葉翔之，《中共對外開放論壇》(台北：正中，1976 年)，頁 172-175。 
77李本京，《中共與國際社會研究》(台北：正中，1991 年 9月)，頁 30。 
78宋鎮照，〈台海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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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 
79天兒慧，《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台北：月旦，1994 年 9月)，頁 49。 
80宋鎮照，〈中共與東協雙贏共識的契機與變數〉，《國策期刊》，169期(1997 年 7月)，頁 15-28。 
81顧長永，〈中共與東南亞政治經濟關係〉，《國家政策雙周刊》，169 期，1997 年7 月22 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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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於 1949 年建立政權時，中華民國早已與泰國、菲律賓建立外交關係，中

共必須面對此一事實。事實上，在中共於 1970 年代尋求與泰、菲等東南亞國家
建立邦交時，即對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採取一個相當務實的態度。中共認為

除非與東南亞國家主要的盟友－美國的關係產生實質的改變，否則，難以強化與

東南亞國家外交關係。此外，中共認為 1988 年之前，臺灣仍自認為是代表中國，
同時，臺灣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亦未發展到一個令中共警覺的地步。因此，臺灣

與東協國家關係並未提到中共對東南亞戰略目標相關議程的顯著位階之中。 
1988 年以後，「臺灣問題」成為中共對東南亞安全情勢評估中極為關切之問

題，同時，如何創造有利於解決與臺灣統一問題之區域環境逐漸成為中共對東南

亞的一項重要戰略目標。造成此一改變的因素，除了中共憂慮臺灣民主發展將使

臺海兩岸漸行漸遠外。臺灣與東協改變自 1970 年代斷交以來所停滯的高層互

訪，同時，雙方的經貿關係亦快速發展，中共不僅在與東協國家之經貿額方面遠

落後於臺灣與東協的經貿額，在投資方面亦遠遠落後於臺灣。因此，中共勢必緊

迫對臺的統一問題，不放棄以武力作為統一之手段，以轉移內部之壓力。在這一

方面，其對東南亞的安全目標乃在阻止東協國家與臺灣實質關係之發展，俾將臺

海兩岸問題內政化，防阻區域安全機制討論臺海情勢。同時，由於中共認為美國

是影響其對臺統一政策之最大因素，因此中共希望東協即使不支持其所採立場，

亦會對中共與美國的糾紛採取中立的態度。 
至於在「睦鄰外交」方面，中共為破除「中國威脅論」而於 1995 年 4月首

度同意與東協召開「杭州會議」進行雙邊對話，以消除中共與菲律賓因「美濟礁

事件」而引發的緊張關係。同年 7月，在第 2屆東協區域論壇中，中共更是針對

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對東協作出多項妥協，包括改變過去只與個別東協國家舉行

「雙邊」會談的立場，同意與東協進行集體的協商；而且，不再堅持過去片面處

理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方式，以及宣稱將依照國際法、聯合國海洋公約及相關法

律規定，妥善解決南中國海的爭議，並願意維護南中國海域航道的通暢與安全，

不過，必須排除美、日等非南中國海國家介入群島主權的爭端。 
1997 年的亞洲金融危機改變了東協對中共的看法。在那次危機中，相關國

家希望日本採取有效的措施幫助東南亞度過難關，但日本人卻通過日元貶值而自

保。關鍵時刻，中共挺身而出，不僅向有關國家提供援助，而且力保人民幣不貶

值，不僅確保了東南亞國家有一個安穩的後院保障，也穩固了相關國家的出口貿

易，避免了危機的持續惡化。中共的負責任態度得到了東南亞國家的信任。中共

選在東協亟欲提升東協區域論壇在亞太多邊安全體系中所扮演的之際，提出符合

東協立場及排除美、日介入南中國海爭議的主張，明顯是為建立其與東協「中三

角」的統一戰線。 
中共對東協的影響力更展現在 1998 年成立之「東協加三(中共、南韓與日本)」

非正式高峰會中地位的提升；在 2000 年 11月的第 3屆高峰會中，中共即主動提
議將「東協加三」正式化為「東亞論壇」，以及建議成立「東亞自由貿易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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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協共組「中共－東協自由貿易區」82。中共此舉在藉拉攏東協來強化其在亞

太政經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以排擠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領導地位及增加與美

國折衝的籌碼。83 
中共反對「東協區域論壇」討論台海及南海爭議，而是將它們放置在雙邊協

商的架構上。「東協區域論壇」每年的主席聲明均有關切朝鮮半島、南海情勢的

文字，唯獨對台海緊張噤聲不語。東協外長會議在 1999 年 7月 9日台北提出「特

殊的國與國關係」之後，表達關切並認為此舉會嚴重影響區域和平穩定及經濟復

甦前景，故重申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承諾，盼望台海早日和平恢復正常情勢。
84 

1990 年代以來，臺灣議題已成為中共對東南亞安全戰略的主要議題之一，

中共亟謀防阻臺灣經由推展以經貿實力為基礎的務實外交政策，提升與東協國家

之官方關係，進而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國，使「一中一臺」、「兩個中國」成為既

成的事實，臺海情勢發展為兩個對等政治實體的衝突問題；另由於中共解決與臺

灣統一問題日見緊迫性，除以民族主義作為主要的對內訴求外，並一再宣稱不放

棄以武力作為解決的手段。85 
三、「911事件」以後 
「911事件發生」後，中共迅速發表聲明反對恐怖主義活動，似乎與美國站

在同一陣線。這也顯示為了獲取更多的支持，美國更需要依賴同盟與集體安全的

力量，亞太國家的態度將是美國在反恐怖安全行動中所考量的焦點。中共認為美

國正藉由反恐，全面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影響力。「911事件」後，美國除加強與
日本及澳洲的安全合作外，也與菲律賓、印尼與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加強軍事與

司法合作。而且美國在出兵阿富汗的同時，也在中亞地區派駐軍隊，並與中共發

起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建立起軍事與安全合作關係，衝擊中共過去幾年來

在中亞地區構築的同盟網絡。中共之所以支持反恐，有其自身利益考量：首先，

「911事件」後，世界主要國家一致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為避免在全球反恐列車

中缺席而招致國際社會批評，中共只好提供協助，支持國際反恐；其次，中共也

希望藉由反恐加強與美國關係，使布希政府再三堅定「一個中國」政策立場，有

利其打壓逐漸壯大的台獨勢力。 
2002 年中共於「十六大」進行權力接班後，對東南亞之外交政策將會保持

以往路線，此即，繼續擴大並強化雙方既存的外交、經濟、戰略與文化互動模式。

中共認為東南亞對其採取一種「避險」或「兩面討好」的行動，在經濟上與大陸

交往，戰略上則有所保留。東南亞希望從大陸獲得經濟利益，惟協助美國在區域

                                                 
82《中國時報》，2000 年 11月 26日。 
83李文志，〈海陸爭霸下亞太戰略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略〉，《東吳政治學報》，13期(2001 年)，
頁 129-174。 
84 《中國時報》，2000 年 7月 30日，版 15。  
85謝福進，〈後冷戰時期東協與中共之安全戰略目標衝突─臺灣議題〉，《遠景季刊》，3卷 1期 (2002
年 1月)，頁 6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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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軍事存在，且又想讓日本扮演非傳統性的安全角色。中共希望東南亞國家放棄

騎牆態度，改採與大陸全面合作之政策。中共準備採取「反避險戰略」，此包括

削弱美日同盟及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間之雙邊關係等六個層面，以促使東南亞國家

接受中共在亞洲之領導地位。86 
2002 年 7月 31日，中共在第 9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中，提出了「中

方關於新安全觀的立場文件」，全面系統地闡述了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念和

政策主張，中共認為新安全觀的核心應是互信、互利、平等、協作。新安全觀的

合作模式應是靈活多樣的，包括具有較強約束力的多邊安全機制、具有論壇性質

的多邊安全對話、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

全對話等。促進經濟利益的融合，也是維護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87而在實際行

動上，近年來中共積極參與多邊機制的運作，其中「東協區域論壇」與「上海合

作組織」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在「十六大」召開之前提出系

統的說明，並且明列於「十六大」的政治報告之中，顯然新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共

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共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中共同時

讚美東協區域論壇在開展建立信心措施、推動預防外交方面取得了積極進展。論

壇通過平等對話促進安全的思路符合新安全觀的主張。在「911事件」後的新形
勢下，論壇更加重視非傳統安全領域的問題，開展了實質性的探討與合作，增強

了論壇的活力，促進了互信合作。 
2003 年 10月 8日的「東協加一（中共）」元首高峰會上，中共成為第一個

同東協簽定「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區域外國家，連同雙方簽署的「面向和平

與繁榮的戰略夥伴關係」聯合宣言，中共用實際行動打消東協國家對於「中國威

脅論」的顧慮，因此，中共與東協加深合作，建立戰略性夥伴關係。「東協與中

共簽署了戰略夥伴關係聯合宣言，這將意味著中共在東南亞的地位更形提高，因

為東協為求和諧、平衡，迄今未與任何區域外國家簽署有任何「戰略」字眼在其

中的合作宣言或協議，若中共拔得頭籌，這將是東協與中共關係的再突破，對於

台灣而言，也將是另一記當頭棒喝。」88 
 
肆、台海問題對東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 
一、東協國家對臺海情勢之態度 

1996 年春季，中共在臺海附近進行軍事演習期間，東協國家官員雖多視李

登輝赴美國訪問係對中共不必要的挑釁行為，也不認為中共可以理直氣壯的舉行

飛彈與軍事演習。此外，東協國家在 1996 年的亞歐高峰會議期間，多趁著與中

共總理李鵬雙邊會談時，私下對臺海面臨武力威脅表達關切。東協國家朝野亦多

                                                 
86鍾建平，〈中共與東南亞的交往：「反避險戰略」〉，《遠景季刊》，3卷 4期(2002 年 10月)，頁
1-4。 
87《中共北方》，〈中國代表團向東協區域論壇提交新安全觀立場文件〉，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Aug/182123.htm 
88《聯合報》，2003 年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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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區域權力平衡與區域經濟發展角度來反對中共謀以武力改變海峽情勢現況，並

認為倘中共在臺灣未宣佈獨立前貿然攻臺，將坐實「中國威脅論」。 
1996 年 3月菲律賓總統羅慕斯國家安全顧問阿爾蒙特（Jose Almonte ）亦

撰文指出，中共在臺海附近進行飛彈試射，致使區域國家擬將中共納入東亞經濟

互賴關係之中，以緩和中共專斷作為之構想蒙上陰影，並使得東亞國家對區域穩

定再度產生疑慮。 
1996 年 2月新加坡國防部長陳慶炎在新加坡召開亞太防務會議中指出，臺

海兩岸關係、南沙群島主權爭端與朝鮮半島局勢，均將影響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而臺灣與中共間之摩擦是亞洲地區最引人憂慮的潛在衝突引爆點，一旦兩岸

爆發衝突，將改變本區域之權力均衡，並帶來負面影響，期望兩岸冷靜衡量，找

出解決問題之關鍵。 
馬來西亞總理馬哈迪則於 1996 年 2月 26日訪日，與橋本龍太郎首相共同呼

籲，希望臺海兩岸竭力自制，避免引發任何衝突。新加坡內閣資政李光耀在接受

「時代週刊」訪問時指出，臺海兩岸一旦公開衝突，整個地區的投資、貿易、信

心與成長的氣氛都將煙消雲散。泰國外交部亦稱，臺海一旦發生戰爭，將影響亞

太地區之和平與穩定，對中共之軍事動作亦感疑慮。 
東協國家認為假如兩岸爆發軍事衝突，將會導致美國介入。另由於美國與日

本、南韓之軍事合作關係，美國介入臺海兩岸之衝突，將使日本陷入兩難困境，

並將衝擊南韓與中共關係，對東協國家而言，毫無疑問的亦會受到波及。因此，

臺海兩岸問題最好能透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 
 
二、東南亞國家對台海兩岸的發展策略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達成「平衡大國」外交策略 
1970 年至 1987 年間，東協國家眼見中共勢力日益壯大，紛紛承認中共政權，

以換取國家安全，並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台灣反被東協國家孤立。東南亞國家

視中共為畏途迎合中共，來換取國家安全。89當中共面對台灣南向政策挑戰時，

中共勢力也開始積極介入東南亞，進行外交競逐。其實，1967 年東協國家組織

的成立與壯大，主要是為了防範中共與越南的軍事侵略，以確保東協國家的安全

與生存，同時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近年來，中共企圖改善與東協國家的政經關

係，重視對東協國家加強實質政經貿關係。 
後冷戰時期東協國家雖均與中共建交，雙方並建立睦鄰互信伙伴關係，經貿

關係與高層互訪逐次密切，且安全對話機制亦日趨完整，惟仍存在東協視中共為

潛在威脅，以及東協國家繼續發展與台灣之實質關係、南沙島礁主權爭端等問

題，故東協國家追求「平衡大國」政策。90「平衡大國」政策旨在使區域外強權

相互制約，防止包括中共在內的任何大國在東南亞擁有支配性的影響力，其特點

                                                 
89《中央日報》，1996 年 12月 2日，版 9。 
90《南洋星洲聯合早報─新加坡》，1997 年 8月 14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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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動平衡與利用大國，積極謀求在區域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充分開展多邊

化特色的外交合作，不斷加強自身在亞太之地位與作用；根據各個大國的特點，

在不同領域採取不同的平衡手段，同時保持與所有大國的友好關係，以及加強成

員國內部之團結合作，俾為「平衡大國」政策創造良好的內部條件。91在該政策

下，東協國家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尋求廣泛發展與中共關係以保持地區的穩

定，惟仍把美國的軍事力量視為維持地區穩定的籌碼，並謀依靠日本的經濟實力

以進一步推動地區的經濟發展；另亦謀利用俄羅斯與印度以牽制中共對區域之影

響力。92 
東協舉行與中共、日、韓(東協加三)之多邊高峰會議，並於會後再分別與中

共、日、韓舉行(東協加一)雙邊高峰會議，顯示東協遂行促使強權在區域權力平

衡的外交政策。93中共學者以歷史研究法為主，並從現實主義的角度來加以分

析，認為東協對中共採行「平衡大國」政策，不僅提出雙方安全戰略存在南沙主

權爭端以及中共對台政策上之衝突點，並強調雙方具有共同的政治安全利益，相

似的文化傳統、價值觀念，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互補性，以及良好的溝通交流渠

道，雙方關係發展己具有良好基礎，未來發展潛力很大。94  
東協國家在中共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與台灣保持若即若離的關係。在對

兩岸事務政策方面，東協國家雖宣稱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原則，亦不會挑戰中

共對台灣之主權主張，惟事實上，東協國家係採行「一中一台政策」 (a de facto 
one-China, one Taiwan policy )，東協國家與台灣的高級官員互訪頻仍，以促進雙
方之經貿合作關係。中共雖可接受東協國家與台灣建立經貿關係，惟極為關注雙

方官方關係之發展，認為台灣希望經由與東協國家密切的經貿與投資關係獲取政

治利益，如台灣會於 1992年 7月，透過菲律賓前外長曼格拉普斯(Raul Marlglapus)
在東協外長會議中，提出成為東協的部分對話伙伴國要求。95臺灣在東南亞的經

貿活動將使東協國家，特別是菲律賓難以維持「一個中國」原則。中共以往有使

用武力對付鄰國的經驗(如中印戰爭、中蘇戰爭、中越戰爭等) ，使東協國家相
當戒慎。東協國家對中共的野心，仍一直心存質疑，主要是想集中力量來處理美

國與台灣問題，東協國家對於中共的外交策略一直舉棋不定，究竟該是合作合夥

關係?或是去進行圍堵，可說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對東協而言，應付中共另一個法寶就是台灣，以模糊的兩個中國策略，可以

拉高東協相對於中共的談判籌碼，玩台灣牌仍可以獲取政治利益。例如，1996
年在雅加達會議上，中共與東協之年度對話時，即以東協對一個中國政策之承

                                                 
91李奕鵬，〈試析東盟的『平衡大國』外交戰略〉，《東南亞研究》，5期 (1995 年 6月) ，頁 38-41。 
92楊保筠，《中國在東南亞面臨的機遇與挑戰》(北京：當代世界，1996 年 5月)，頁 261 
93《南洋星洲聯合早報─新加坡》，1997 年 1月 1日，版 20。 
94楊保筠，《中國在東南亞面臨的機遇與挑戰》(北京：當代世界，1996 年 5月)，頁 260。 
95 Lee Lai To,“Some Thoughts on ASEAN and China: Institutional Linkages,"op.cit., 48-49; Lee Lai 
To ,“ASEAN-PR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blems, Proposals ,and Prospects ,"op.cit., 
110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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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交換中共遵守東協 1992 年的南海宣言立場。然而，在 1996 年 3月的台海危
機中，東協對於中共的蠻橫，也體會到其軍事威脅更心存戒心，也促使東協國家

進行軍備競賽，來防中共的軍事威脅。何況，東協與中共仍有南海疆域衝突問題，

中共對於南海疆域也一直持著強硬態度，宣稱擁有不可爭議和不可妥協的主權立

場，不惜挑戰了越南、馬來西亞、菲律賓與汶萊，以及台灣之南海主權。對東協

而言，中共無疑是其安全威脅的頭號假想敵，且中共的威脅是直接的、具體的、

可以感受到的。 
「911事件」未改變東南亞國家與中共建立互信進程，菲律賓國防學院教授

暨國防部顧問 Rommel Banlaoi撰文指出，東南亞國家為了確保中國大陸維持合

作與開放，東南亞國家利用各種雙邊及多邊機制與中共從事貿易活動，因為東南

亞國家了解到北京確實需要他們以促進大陸經濟繁榮。「911事件」雖然打亂了

中共在東南亞的戰略布局，但未改變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觀感，雙方依然持續進

行各種形式的互信建立，如今東南亞國家的困擾反而是美國對中共崛起的負面反

應，以及藉反恐強化軍事干預。96 
 

(二)發展臺海兩岸經貿，採取「政經分離」策略 
1988 年後，東協開始走向國際舞臺，企圖凸顯東協在國際間的重要地位，

對於台海兩岸的外交發展策略，也採取較為務實的「政經分離」原則，向台灣獲

取其所需的經濟利益，向中共獲取其所需的政治與安全利益。保持模糊的彈性外

交策略，游走兩岸間，此符合東協國家的最大外交利益。東南亞國家在「一個中

國」政策下，心存矛盾與進退兩難的情結，一方面既畏於中共的壓力，一方面又

急需台灣資金與技術，如何能確保國家「安全」，又能「發展」經濟，將是東南

亞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考量。東南亞國家體認到「安全」政策或許可以讓人夜夜

安眠，卻無法填飽肚子，對經濟發展的期盼勝於政治關係的改善。東協與中國的

競爭性較強，但台灣與東協的互補性較強。我們可以看到，無論在資本市場或勞

動市場，中國與東協都有很高的重疊性。不過也有東協國家，期待自中國的崛起

獲得一些短期、個別的利益。同時，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打「台灣牌」或許可以

提高一分制衡中共的籌碼，也可以增加一分經濟的發展。東南亞在經濟上依賴台

灣，台灣在政治上依靠東南亞，形成一種「政經互賴」的關係。97 
在中共的高壓下，東協國家對台灣的反應不一，從較為支持台灣的新加坡，

到重視與台灣經貿關係的越南、印尼與菲律賓，反倒是馬來西亞與泰國在政治上

的態度傾向於順從中共。一般說來，東協對台灣的外交發展，受到中共的牽制， 
「捨台灣就中共」是最壞的打算。雖然東協國家表面上與中共維持友好關係，但

骨子裡卻充滿著不安與衝突，對中共蠻橫的舉止深感不滿，頗有「與狼共舞」「與

                                                 
96 Parameters（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2003 
Summer”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Parameters/03summer/banlaoi.htm 
97宋鎮照，〈台灣、東南亞雙邊關係與亞太政策〉，《國家政策雙週刊》， 115期 (1995 年 6月) ，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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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謀皮」的無奈。而東協與台灣之間沒有任何衝突的芥蒂，更存在著互賴互利的

關係，與台灣交往有百利無一害，何況台灣需要東協國家在國際上的支持。 
 

(三)主導多邊安全合作，提高政治自主性策略 
邊主義是中、小型國家利用其外交與協調技巧與大國交往的最佳機會之一。

東協接受中共的崛起是不可遏止之趨勢，雖不能確定中共將成為善意的強權，惟

期望經由各種對話管道，以利建立互信措施、預防外交與解決衝突之規範，俾維

持東南亞地區，甚至是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98東協國家也試圖拉攏中共，壯

大自己，來抗衡美國與日本勢力，同時也藉由結合日本、美國與台灣，來平衡中

共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力。 
東協國家也一直在提昇其在亞太的影響力，擴大其在國際舞臺參與的角色，

降低中共的威脅與影響。除了極力與中共高層維持互訪與對話外，並透過東協組

織、東協區域論壇、東協自由貿易區、甚至亞歐高峰會，將中共納入多邊會談，

來安撫北京，也可沖淡中共潛在的霸權心態。東協試圖擺脫受制於中共威脅的局

面，表現出東協的自主性，將作出與中共抗衡的行徑。由上面的策略應用，可以

看出東協在亞太舞臺上，逐漸提昇其獨立自主的權力，愈來愈不易受到超強的擺

佈。除此之外，在東協國家主導的亞太安全多邊對話關係下，而中共與美國的著

力點也不多，讓美國與中共只有扮演陪襯的角色而已，而東協在步步為營下，扮

演主導的角色。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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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2卷 2
期 (2002 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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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南中國海爭端 
南中國海區域成為國際關注的一個主要危險地區，其原因有二：其一、涉及

主權爭議的國家太多，一但因處理不當釀成區域戰爭，其影響必大；其二、此地

乃通過麻六甲海峽連繫太平洋和印度洋的主要航道。東亞國家所需汽油和戰略物

資大都經有此處運輸。全世界貿易總額百分之六十以上亦經過此地。而美國駐在

亞太地區之海軍，更需藉此一航線和中東及歐洲之盟邦聯繫。因此，其在國際戰

略上之重要性，幾乎無可取代，故為美日及其歐洲盟友所關注。 
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的態度，始終牽動影響南海局勢的變化，在越南、馬

來西亞、菲律賓的推動下，印尼積極主持五次關於南沙爭端研討會。在研討會上，

一些南沙周邊國家將矛頭指向中共，並呼籲在南沙問題上聯合起來對付中共，而

它們之間的矛盾則是次要的，這些國家懷還希望主要大國和國際社會介入對中共

施加壓力。99東南亞一些周邊國家提出東協聯合起來與中共進行多邊談判，採取

孤立中共的政策。1992 年 7月東協第 25屆外長會議簽署了「東協南中國海宣言」

（the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1995 年 7月召開的東協區域論

壇將南沙問題正式列入會議議程，同時，越南已加人東協，這就使東協在南沙問

題上共同對付中共的傾向更加明朗化。東南亞一些周邊國家還加強南沙海域的軍

事力量，並進行聯合軍事演習。這些爭端安全機制及軍事展示，是否能有效遏止

中共對南海旺盛企圖，尚有待觀察研究。南中國海主要爭端、航線及佔領島嶼狀

況如附圖 4─1。 
 
壹、南中國海地緣政治 
從冷戰以來南中國海區域就因戰略地位、豐富資源及航路要衝，而成為鄰近

國家與區域外主要強權競逐利益的主要區域。表面上，南中國海問題是涉及相關

國際法及有關國家間的主權爭議，但實質上，卻是牽涉區域內外國家間關於戰略

佈局、資源佔有與航行安全等不同層面的利益攻防。 
 
一、就戰略地位言，「南海」：西方人習用之名詞為「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我國稱為南海。係指亞洲大陸東南方，介於中國大陸、中南半島、馬來半

島、婆羅洲、巴拉望島、呂宋島與台灣之間的一片廣大水域。南海由東沙、西沙、

中沙、南沙四群島所組成，目前東沙群島最大的東沙島有我國派人駐守；西沙群

島所有島礁悉為中共佔領；中沙群島均為暗礁，低潮時僅有黃岩礁及石塘連礁露

出水面，我國與中共均宣稱擁有該區的主權；南沙群島分別為我國、中共、菲律

賓、馬來西亞、越南、汶萊所佔，故所謂的「南海」爭端，概括而言就是「南沙

群島」的爭端。南海位於太平洋與印度洋間，為一東北、西南走向的半封閉海。

南中國海正好位於亞太海陸戰略線交接的南沿區域，這一海域在冷戰時期就是以

美國為主海洋勢力圍堵亞洲大陸共產主義向外擴散的防線；冷戰後，南中國海不

                                                 
99侯松岭，〈中國與東盟關係中的不穩定因素-南沙問題〉，《東南亞研究》， 5期(2000 年)，頁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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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新興陸上強權中共出海必經之路，也是美、日等海洋國家維護經濟發展與區

域利益的重要通衢。 
 
二、就豐富資源言，自 1968 年「聯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自然資

源探勘報告指出，南海至少具有 10億噸的石油儲量佔全球石油存量 12﹪以上
後，引起周邊國家的覬覦與爭奪，紛紛強佔各島礁，宣稱擁有該地區的主權。再

加上 1982 年國際海洋法公約公布以來，引起各國對海洋領土主權與資源的重

視，南海島礁的歸屬遂成為周邊國家爭奪的焦點。由於主權與資源的爭奪，各當

事國間屢有紛爭，其中較大宗者，厥為 1974 年中共與南越的西沙群島之戰 、1988
年中共與越南的赤瓜礁海戰 及 1995 年中共與菲律賓的美濟礁衝突 。一般觀察
家大都認為南海地區是後冷戰時期東亞軍事衝突的引爆點之一。 

 
三、就航線安全言，南中國海位於太平洋與印度洋交界地區是連結兩大海

洋的重要海域，也是中東石油航線通往亞太的必經之路，而且，進一步將亞太與

北美航線連結起來，南中國海域更是貫穿歐、亞及北美兩大主要航線的必經之

地，即「泛太平洋－歐洲主航線」經麻六甲海峽、「泛太平洋－中東石油航線」

經龍目海峽。這是美、日等海洋國家一再重申勢將確保南中國海域航線通暢與安

全的主要著眼。對我國、中共、南韓、日本、菲律賓、俄羅斯海蔘威港，具有重

要之海上交通線戰略位置，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生命線。100 
面對如此複雜與日漸緊張的南中國海局勢，爭議各國無不積極提升軍力，並

採取擴大佔領南海島嶼，來增加各國折衝南海紛爭的籌碼，而使南中國海問題在

冷戰後成為亞太地區另一讓人憂心的火藥庫。 
 
四、各國佔領南海的現況 
涉及南海主權爭端的國家分別是我國、馬來西亞、菲律賓、越南、汶萊、中

共。其中又以我國、中共及越南宣稱對南沙群島擁有完全的主權，衝突性質較為

強烈 。分析南海四群島： 
(一)東沙群島 

位於北緯 20 度 30分至 21 度 31分；東經 117 度至 116 度之間，是南海諸島

最北的一個群島，由北衛灘、南衛灘及東沙島所組成。一直有我國軍駐守，即使

大陸撤離也從未撤軍，因此未受外國勢力入侵。長久以來我國在島上設有氣象

台，1987 年 7月 3日東沙機場正式啟用，1989 年 6月 30日，我國政府在島上豎
立「南海屏障」國碑。在政府積極努力下，島上已建有水庫、發電廠、圖書館、

小型醫療站、郵局等設施。 
(二)中沙群島 

位於北緯 15 度 24分至 16 度 15分；東經 114 度 57分至 113 度 40分，大致

                                                 
100《中共集賢山莊》，〈艱難的中國國家邊界〉， http://www.mo99.com/pages/d2/n0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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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東北向西南走向，狀似橄欖形。其中黃岩礁（Scarborough Shoal）是該群島中
唯一漲潮時露出水面的小礁，約僅 4.5平方公尺，距離菲律賓較近，1992 年中共

在該小礁立主權碑時，菲國未表示異議。1997 年 4月 30日，中共漁民發現該小
礁之國界碑遭到破壞，換上菲國國旗。此事引起中共的抗議，最後雙方都表示將

透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 。 
1999 年 5月 23日，菲國海軍巡邏艇在黃岩島附近驅離 3艘中共漁船，並撞

沈其中一艘，無人員傷亡。事發之後，菲國籲請中共尊重菲國在黃岩島的主權，

以免再有意外事件發生；中共則傳喚菲國駐北京大使 Romualdo Ong 表達「強烈

的不滿」(strong displeasure)，指責菲國侵犯主權，要求調查與賠償。菲國總統亞
斯特達表示，意外發生時，中共漁船正在菲國領海捕魚，因此菲國必須查明真相，

才決定是否道歉。 
(三)西沙群島 

位於北緯 15 度 42分至 17 度 8分；東經 111 度 11分至 112 度 54分之間。
大致呈東北向西南走向，可分為東西兩群，東北方的一群是宣德群島（Amphitrite 
Group），有七個較大的島嶼和若干礁灘，其中以永興島（Woody Island）為西沙
最大島，長 1.95公里，寬 1.35公里，總面積 1.85平方公里。一向為我中華民國

有效行使管轄權，唯抗戰勝利後，中共坐大，至 1959 年初之前，台海兩岸對峙，

雙方都無暇顧及南海主權問題，以致越南從法國手中獨立後，一直侵佔西沙群

島。1959 年春，中共開始動員海南島居民移居宣德群島之永興島與和五島；南

越政府亦同時加強在永樂群島附近行動，雙方迭有爭執。1974 年 1月 11日中共
提出擁有南海四群島主權，遂與南越發生軍事衝突，南越受到重創，至 1月底，
中共軍隊完全控制西沙群島迄今。1995 年中共與菲律賓發生美濟礁衝突後，處

理南海爭端的作法已有轉為加強開發的趨勢。據報導，中共國務院原則上已批准

開發西沙群島觀光，永興島 1988 年並建有機場，完成 2500公尺的機場跑道目前
可供 737客機起降，並有一個衛星站、淡水處理廠，以及一家擁有 100個房間的
旅館。 

(四)南沙群島 
位於北緯 4 度至 11 度 30分，東經 109 度 30分至 117 度 50分之間，共有

102個島嶼、礁、灘。其中經常露出水面的島礁散佈的面積為 18萬平方公里，

比西沙群島約大 5倍。群島中原以太平島（Itu Aba Island）面積最大，約為 0.49
平方公里由我國軍駐守；中共佔有 11個島礁 ，其中永暑礁（Fiery Cross Island）
是中共在南沙最大基地，填土面積 8080平方公尺，設有「南沙前進指揮所」、潛
艦補給站、雷達電偵設施、氣象站及一個兩層洋房高的觀測站，佔地 1000平方
公尺，島上 300公尺的碼頭，可停泊 4000噸級艦船。101 

越南佔領近 30個島礁，在南威島（Spratly Islet）設有第一線軍事指揮中心，
有直昇機坪及跑道，是南海上航道要衝，也是越南南海油氣作業的據點。 

                                                 
101 陳鴻瑜，《中華民國內政部》，〈參加南沙太平島訪問團報告〉，1990 年 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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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律賓於 1978 年將南沙群島中間核心地帶絕大部分劃為領土，宣稱擁有主

權，並取名為「卡拉揚群島」（Kalayaan Group），不過其實際控制者為 11個島礁。
其中之中業島（Thi Tu Island）建有短場飛機跑道及碼頭等設施，並有開放卡拉

揚群島做為海上遊覽觀光的計畫。菲國曾在該島辦理地方選舉活動，島上選民

140人，除 80名士兵外，餘為漁民和木工。 
馬來西亞佔有 5個島礁，其中彈丸礁（Swallow Reef）除駐軍外，更被發展

為賞鳥、潛水、捕魚的旅遊地，島上有 2座海水淨化廠，每日可供應 2000公升
用水。一般分析家認為，馬來西亞積極開發國際觀光的真實目的，在於藉由實際

的經營事業以達到其主權合法化的依據 。 
汶萊依其大陸礁層之主張認為擁有南通礁（Louisa Reef），但資料顯示實際

是由馬來西亞佔領。 
印尼未佔領任何島礁，非領土主權的爭端國，但其納吐納（Natuna）群島之

域劃界問題與越南、中共及我國重疊。 
將上述南沙及西沙群島主權宣示及南海近期的軍事衝突彙整如表 4─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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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南海爭端國南沙及西沙群島主權宣示 
國 家 主 權 宣 示

汶 萊 

未佔領任何島嶼，但宣稱最接近該國之南海區域，為其大陸礁層及經濟海域之

一部份。該國邊界自其海岸線最外部之兩點垂直延伸。1994年汶萊宣佈其經濟

海域包含南通礁(Louisa Reef) 。 

中 共 

將斯普拉特利群島(Spratly Islands)命名為南沙群島，並基於歷史因素，宣稱所有

島嶼及大部份南海區域為中共所有。中共其亦宣稱帕拉瑟爾群島(Paracel 

Islands，中共稱之為西沙群島)為其領土，並將該群島歸入海南島省。中共對該

區的主權聲明，乃依據考古證據及歷史事件，包括了漢朝在西元 110年，以及

明朝從西元 1403 至 1433年展開的海上探險。中國在 19 世紀及 20 世紀初宣佈

南沙及西沙群島為其領土。二次大戰期間，這些島嶼為日本佔有。1947年中共

繪製了一張地圖，圖中有九條不明確的虛線；中共宣稱線內的所有島嶼皆歸中

共。1992年中共法律重申於該區之主權。中共佔領 8 座島嶼以鞏固其主權，並

於 1974年自越南手中奪得西沙群島。 

印 尼 
末將南沙群島劃入其領土範圍。但中共及台灣在南海的主權聲明，可能會延伸

至印尼的經濟海域及大陸礁層，包括其納吐納（Natuna）天然氣田。 

馬來西亞 

該國根據大陸礁層原則，宣稱在南沙群島的主權，並明確定出座標。該國已佔

有 3座島嶼，並認定這 3座島皆位於其大陸礁層上。馬來西亞已於該區建造一

旅館，並從本國搬運土壤至該區，期以造出環礁地形。 

菲 律 賓 

菲律賓對南沙群島的主權聲明中，包括了明確界定之座標，其乃依據地緣原則

(proximity principles )，以及菲律賓探險家於 1956年所做之探查。1971年該國一

部份基於探查結果，正式宣布有七座島嶼為其領土，並稱之為卡拉揚群島

(Kalayaan)。菲律賓認為這些島嶼一不屬於南沙群島，二不歸於任何一國，因此，

可將其劃入領土範圍中。1972年，菲國將這些島嶼歸入巴拉望省(Palawan)並就

此佔據。 

台 灣 
台灣對該區的主權聲明與中共類似，所依據之原則亦相同。和中共一樣，台灣

對該區的主權亦未明確界定，目前佔有太平島(Itu Aba )。 

越 南 

越南根據歷史及大陸礁層原則，宣稱其於南海之主權。認為整個南沙群島(越南

話稱之為 Truong Sa)為慶和省(Khanh Hoa)的離岸區。越南的領土主權範團亦涵

蓋南海廣大區域，但並未明確界定。此外，雖然西沙群島在 1974年便已為中共

所奪，但越南仍宣稱擁有西沙群島(越南話為 Hoang Sa)。越南效法中共，利用

考古證據以鞏固其主權。在 1930年代，越南為法屬殖民地，當時法國便代表越

南，宣稱擁有南沙及西沙群島。自此之後，越南便佔領了 20 座南沙群島中的

島嶼，藉此加強其主權聲明。 

資料來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Country Analysis Brief〉，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ch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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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南海近期的軍事衝突 
日 期 國 家 軍 事 行 動

1974 中共、越南 
中共自越南手中奪取西沙群島，在其中一座島上之衝

突中，損失了 18 人。 

1988 中共、越南 
兩國海軍在南沙群島赤瓜礁(Johnson Reef)發生衝突。

數艘越南船隻沉沒，超過 70 名船員喪生。 

1992 中共、越南 

越南指控中共在大陸礁(Da Luc Reef)上駐軍。自 6月

至 9月間，中共扣押了將近 20 艘自香港運送貨物之

越南貨船。 

1994 中共、越南 

中、越雙方因越南杜清石油探勘區，編號 133、l34 及

135 區塊，而在國際公認之越南領海發生海軍衝突。

中共宣稱該區有部份與其萬安區塊重疊。 

1995 中共、菲律賓 
中共佔領菲律賓擁有之美濟礁。菲國軍方於 3月時將

中共逐出並摧毀其旗幟。 

1996 台灣、越南 台灣砲兵向越南補給船開火。 

1997 中共、菲律賓 
1 月時，中共軍艦與菲律賓海軍砲艇在卡邦島(Capones 

Island)附近展開 90 分鍾的槍戰。 

1998 菲律賓、越南 

4 月時，菲律賓海軍命一艘中共快艇及兩艘漁船離開

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 ) ；稍後菲律賓海軍拆下中

共旗幟，並升上菲國國旗。中共之後派遭三艘軍艦前

往菲律賓佔領之潘那塔群島(Panaata Islands)及柯塔群

島(Kota Islands )調查。 

1999 中共、菲律賓 
越南士兵於 1月時向天寧礁(Tennet Reef，又名鴿子礁

Pigeon Reef)附近的菲律賓漁船開火。 

1999 中共、菲律賓 
5 月時，一艘中共漁船與菲國軍艦相撞後沉沒。另一

艘中共漁船又於 7月時與菲國軍艦相撞後沉沒。 

1999 中共、菲律賓 
5 月時，菲國指控中共軍艦騷擾在南沙群島附近擱淺

之菲國海軍船艦。 

1999 菲律賓、越南 
越南軍隊於 10 月時，對在南沙群島偵察之菲律賓軍

機開火。 

1999 
馬來西亞、菲

律賓 

10 月時，菲律賓國防資料表示，有兩架馬來西亞戰機

與兩架菲律賓空軍偵察機，幾乎在南沙群島馬來西亞

佔領之礁島上空開戰。馬來西亞國防部宣稱此並非對

峙情形。 

資料來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Country Analysis Brief〉，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ch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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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南亞國家南海主權保衛策略 
東南亞國家的南海戰略，是藉其集體的力量，透過亞太經合會、東協外長會

議、東協區域論壇、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及南海會議，並透過區域外各強權國的

參與，加強各爭端國間的溝通，企圖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同時鑑於 1988
年以來，中共的勢力不斷向南擴張，而東協各國的經濟能力也大幅提升，東協乃

爭相擴充軍備，企圖以武力作為維護國家利益的最後一道防線。 
為解決南中國海問題，多年來，東協簽訂「東協南中國海宣言」，成為東協

國家處理南中國海爭議的準據。1999 年 5月東協的「資深官員會議」正式提出
「南中國海行為準則」（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草案，並分別於 7月
及 11月提至「東協外長會議」和非正式高峰會中討論；但草案內容因涉及是否

涵蓋西沙群島及能否在爭議海域進行軍事演習與偵察等敏感性議題，而使得該行

為準則在越南與菲律賓，特別是中共的反對下依然未定案。102然而，面對中共日

漸增強的軍力及強勢的主權訴求，東協國家似乎只有透過「集體議價」的方式與

中共進行談判，才可能有較大的折衝空間。此外，東協國家近年也在既有美、日

等國的勢力外，試圖引進印度勢力來平衡中共在南中國海地區日益增強的地位。
103 
以下將東南亞南海主權爭端的相關國家戰略逐一分析： 
一、越南的南海戰略 
在冷戰時期，越南擅於利用國際權力結構性衝突的本質，積極利用蘇聯與中

共在亞太地區之霸權與反霸權的矛盾與衝突，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共採取較強硬

的態度。1988 年中共與越南在赤瓜礁的衝突，當時的蘇聯副外長尚在河內訪問，

說明了越南仗勢蘇聯的力量，已超出中共容忍度，遂發生武裝衝突。104 
近年來越南與中共持續就其重疊的疆界與海域舉行談判。1998 年 8、9間，

越南出動多艘船隻搶佔南沙群島南薇灘東南部的奧南暗沙及金盾暗沙，並在其上

修建永久性設施。中共則強力要求越方立即拆除所有非法設施，並要求保證今後

不再發生類似搶佔行動 。由此可見越南對南海問題的關切，也是寸土不讓，目

前只是面對中共強大的武力，力有未逮而已。 
綜合而言，越南的南海戰略是：第一，繼續與中共就彼此陸地邊界與南沙主

權問題舉行談判，企求和平解決問題 。第二，繼續與區外強權如日、俄及美歐
在南沙地區進行石油與天然氣的探勘合作。第三，繼續主張對南沙擁有主權，願

意維持現狀並舉行國際談判。第四，繼續加強在南沙的漁業活動並增進海軍兵力。 
 

                                                 
102宋燕輝，〈臺灣與南海地區之衝突管理〉，《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13期(2001 年 4月)，頁
47-56。 
103《中國時報》，2000 年 5月 9日，版 3。 
104《中央日報》，1987 年 6月 1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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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菲律賓的南海戰略 
在戰略運用上，最贊成南海問題走向非軍事化的發展，把問題國際化，也希

望美國能根據共同協防條約，在卡拉揚群島受到攻擊時介入。但美國不願意將條

約的範圍擴至有爭議的島礁。菲國藉著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召開之前，於 1998 年

11月 5日指責中共派遣船艦至美濟礁構築工事，可見其有意將南沙問題擴大為

國際化。最後中共與菲律賓雙方領導人藉亞太經合會召開的機會會談，決定成立

專家小組，並同意兩國共同使用美濟礁的資源而暫告平息。 
受金融風暴之影響，菲國的許多軍事採購案都被迫延後，甚至取消 。不過

因為受到中共在美濟礁構築工事的刺激，1999 年 1月底，菲國國家安全會議優
先討論擱置已久、為數 130億美元的 15 年國防現代化化計畫。該計畫於 1996
年 12月由參議院通過，頭 5 年經費為 20億美元，但因金融風暴的發生，而影響

了該計畫的進行。菲國政府並力促國會儘速通過與美國訂立的「敦睦訪問協定」

（Visiting Force Agreement, VFA），希望藉由美國的力量牽制中共。 
 
三、馬來西亞的南海戰略 
多年來在總理馬哈迪的領導下，有濃厚的反西方情緒，在文化上標榜「亞洲

價值觀」。1993 年，馬哈迪因美國總統柯林頓批評其所提倡的「東亞經濟核心論

壇」，而拒絕出席當年亞太經合會的非正式高峰會議。因此也連帶著反對外力介

入南海的爭端，而主張採雙邊的會談方式解決問題。在戰略作為上，馬國採「軟

硬兼施」的方式：第一，積極開發彈丸礁為旅遊地，並繼續在沙巴及砂勞越外海

進行天然氣探勘開發，以達到宣示主權的目的；第二，積極擴充軍備，據馬來西

亞「新海峽時報」報導，馬來西亞政府計劃斥資 11億美元購買至少 4架空中預
警飛機，以加強該國的防空偵察能力，並將於 2005 年前提貨。馬來西亞的報導

說，英國的直升機 2003 年 8月就可以交貨，而法國的六架直升機則要等到明年

中期。近來，馬來西亞進行了軍事大採購，一下子買進了價值 9億美元的 18架
俄羅斯蘇－30MK型戰機，第一架戰機將會在 2006 年交付使用。2002 年，吉隆

坡更是不惜重金，購買了三艘法國製造的潛水艇，英國和俄羅斯設計的導彈系

統，並從波蘭買進了 60多輛坦克。目前，馬來西亞空軍擁有 18架俄羅斯製造的

米格 29型戰機、8架美國製造的 F-18D大黃蜂戰機、幾架 F-5E戰機，英國製造
的鷹式戰機以及其他類型訓練機。105 

專家指出，在過去幾年間，馬來西亞政府一直在軍事技術與裝備更新上希望

直追鄰國新加坡，並且想加速因 1997 年，98 年亞洲金融風暴而被迫停滯的軍事

現代化進程。澳洲國防學院的西亞爾博士分析說：「整體上看，馬來西亞正在花

費巨資，以進行軍隊現代化。這些計劃曾在 1997、98 年的亞洲金融動盪中被迫

暫停了。現在馬來西亞正在逐漸恢復這一系列計劃」。西亞爾博士指出對於很多

戰略分析家來說馬來西亞的軍備現代化自然而然地打破地區戰略平衡。因此很多

                                                 
105《美國之音》，2003 年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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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這看作是地區軍備競賽。他說：「在這些軍備採購的後面也存在著國與國之

間的競爭。這一點是不可忽視的。當然，這些決定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但是，

有些決定則是要保持現在所擁有的戰略優勢」。106 
 
四、汶萊的南海戰略 
其人口不到 30萬，總兵力約 5000人，1991 年石油產量已超過 750萬噸 。

石油和天然氣的稅收佔全國財政收入 90％，平均國民所得超過 2萬美元。所產
石油大多輸往日本，其輸出及 80％輸入的糧食倚賴南海航道，因此如何維護航

線的暢通及石油的順利開採，是其戰略考量的要點。它主張爭端當事國雙邊協

商 ，將南海會議提升為正式、官方的形式。在軍事整備上，1990 年代以來，汶

萊先後向英國購買 16架鷹式 100型戰機，向美國購買 16架戰機和 3艘導彈巡邏

艇，據汶萊政府宣稱，主要是為了保衛海上油氣的安全。107 
 
五、印尼的南海戰略 
並未涉及南沙群島主權爭端，但其所佔領的納吐納群島(Natuna Islands)劃出

的 200浬專屬經濟區，與我國、中共及越南所宣稱的領土主權有重疊之處。印尼

的南海戰略為：第一，繼續主導「南海會議」，增進國際影響力；第二，不直接

介入主權糾紛，但扮演居間撮合的角色 ；第三，建立納吐納群島為大型油氣生

產基地及海軍基地，並全力探勘開發鄰近海域油氣 ；第四，強力維護漁權；第

五，與鄰國之爭議採交付國際法院解決的策略。 
 
叁、中共南海主權保衛策略 
從近年來涉及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相關國家軍力的發展來看，中共是所有爭議

成員中最積極整備工事的國家。採取「兩面手法」，表面上主張「擱置爭議，共

同開發」、強調睦鄰政策、願意與美日修好、願意參加雙邊對話，甚至從 1995
年以來表示願意參與多邊諮商；另一方面，中共又積極擴充軍備，發展海空軍力

量，並制訂領海暨毗連區法，明文將南海島嶼納入中國領土，對其所佔領的島礁

加強開發與建設。108 
在 1987 年特別將海南島升格為省，作為其經營南中國海政策的前進基地，

而且，在 1988 年赤瓜礁的軍事行動後，更積極在永暑礁與永興島興建可供千噸

級戰艦停靠的港阜與飛機起降的跑道，特別是在中共引進蘇愷 27及「基洛級」

潛艇加大對南中國海的打擊領域後，中共相對於鄰近東南亞國家的武力優勢更見

                                                 
106《大紀元：2003 年 6月 3日》，〈馬來西亞接連巨資購買軍備引起關注〉，

http://www.epochtimes.com/b5/3/6/3/n322996.htm 
107 《中共觀滄海》，〈南海地區戰略形式縱論〉，http://www.gchjs.com/wz/wz302.htm 
108 《國際戰略研究室》，〈後冷戰時期我國南海戰略之研究〉， 
http://www2.tku.edu.tw/~titx/strategy/southse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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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109 
另外，中共也在 1992 年公佈「領海暨毗連區法」，並在與東協的對話機制中

表明將依「國際法、聯合國海洋法與各項相關法律的規定與精神」，解決南中國

海的主權爭議，而其中「各項相關法律」的意指就是中共國內法的「領海暨毗連

區法」，表明中共以國內法處理南中國海域爭議的立場並未改變。110 
中共與東協 2002 年 11月 4日簽署「南海區域行為準則」的協議，中共總理

朱鎔基表示，中共與東協已完成關於「南海區域行為準則」的簽署，這是雙方關

係的重要進展，不僅標誌中共與東協政治互信的深化，也有利於維護地區和平與

穩定。宣言中說，「各方同意在進行使爭執升高及複雜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活

動時彼此自制。包括不佔據無人居住的島嶼、沙洲、暗礁、珊瑚礁，及其他地形

地物，並以建設性態度處理歧見」。宣言中說，東南亞國協及中共願更加努力，

透過國防及軍事官員的對話與意見交換；保證給予危險中或遇難人員公正及人道

待遇；自動通知對方任何即將舉行的聯合或混合軍事演習，同時自動交換有關資

訊，以建立彼此的信心。111 
 
肆、台灣南海主權保衛策略 
臺灣的地理位置對於東協國家而言，僅真有周邊的效應而已。雖然臺灣對於

南海主權亦有所堅持，而且臺灣還在南沙地區實質占領了南海中最大的太平島，

並有駐軍常駐其上。112 
臺灣擁有一支在東亞地區戰力堪稱強大的海軍力量，但是臺灣迄未企圖在南

海議題上發揮作用，以積極的態度去介入南海爭端。1971 年菲律賓再度佔據中

業島；越南則於 1974 年侵佔了敦謙沙洲和鴻麻島。以後陸續掠奪，迄 1995 年止，

被周邊國家所佔據之南沙島礁，據估計超過 40個以上。113在這種現實條件下，

台灣基於國力與國際形勢之考慮，近年在策略上更加謹慎，盡量避免陷入武裝衝

突。尤其當中共開始進入南海，而且和周邊國家為南沙群島之爭奪，發生多次軍

事衝突之後，台灣乃公開對外宣布，本身無力防守南沙，可能被迫撤守。114後來

雖經政府否認棄守東沙、南沙之說，但卻承認將由海岸巡防總署取代國軍進駐，

                                                 
109 《中央日報》，1991 年 6月 28日，版 3。 
110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論叢》， 14期(2001 年 6月)，
頁 201-222。 
111《中共報道中國網》，〈東盟與中國在金邊簽署南中國海行為宣言〉，

http://www.reportchina.org/71.htm 
112原先太平島一貫由國軍海軍陸戰隊駐守，但自民國 89 年起，改由僅具警察身分的海巡署人員

擔任。 
113《聯合報》，1995 年 6月 7至 8日。載鍾堅，(南沙太平島接收補記一六座石碑捍衛太平) 。  
114根據當時國防部長唐飛之解釋：「國軍已沒有能力去防守東沙和南沙，硬要派兵是不負責任的

事」。他甚至宣稱：「當無力防守的時候，一個兵和一個碑並沒有差別」。唐飛認為南沙周邊國家

並非沒有可能對南沙出兵。這種情況不只限於中國大陸，而且包括越南、印尼、菲律賓等都可能

出兵。一旦真的發生了軍事衝突，「我們守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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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示警方只為保護漁事，不牽涉軍事任務。115 
臺灣先天的地理條件，如果我能夠把握幾個要點而加以好好利用，當能夠讓

東協逐漸重視到臺灣的地位，而願意和臺灣就政治、經濟層面發生密切的關係。 
其一是，發揮控制臺灣海峽以及巴士海峽的地理優越態勢，讓日本、美國等

大國在考量區域的穩定以及自身在東亞的利益時，無法忽視臺灣在南海地區所可

能產生的影響力，藉由美、日的重視轉而間接誘使東協將臺灣視作和美國、日本

同等級的國家行動員。 
其二是，利用臺灣正處於威脅中共南海艦隊的海軍戰略態勢之優點，在抑制

中共海權發展的作為上，發揮出適度的作用，以成為東協用以「平衡」中共勢力

的重要國家行動員。116 
如此，當東協在顧慮到如何確保其位於南海之國家利益時，當會想到臺灣的

作用。這些本著台灣地理條件所形成的戰略構想，端賴國家決策高層是否有此意

願、有此能力將國家資源、國家權力投入在該方面，以營造出對我最有利之戰略

態勢。 
 
伍、美國的南海戰略 
美國因在南中國海地區無直接介入的憑據，僅能提出宣示性的政策聲明，希

望各爭議國能和平解決爭端，並維持南中國海航線的暢通與安全，以求取美國在

該區域的最大利益。美國繼 1995 年由國務院正式提出政策聲明後，多年來並無

更明確與正式的政策聲明；1999 年 7月 26日，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K. 
Albright)在第 6屆東協區域論壇發言時，也僅能表示美國對南中國海緊張情勢之

高度關切，並呼籲各相關國家應竭力尋求外交解決途徑、找出可行的信心建立措

施，以採取具體行動協助穩定區域情勢，使爭端之和平解決成為可能。 
美國雖已在 1992 年完全撤離菲律賓基地，但美國在新加坡仍保有在東南亞

最大的後勤維修與補給的基地，而且，美國與菲律賓及泰國也仍保有雙邊軍事協

防條約，在必要的時候美國都可藉機介入南中國海域的重大主權衝突；此外，為

確保南中國海域公海航行權與群島海域的「無害航行權」，美國仍可藉以干涉南

中國海的軍事衝突。當然，美國近年與越南雙邊關係的改善，也讓外界產生美軍

有可能在 2004 年越、俄租借協約期滿後重返金蘭灣的聯想。總之，身為本區域

最強海權的美國依然有許多籌碼介入及掌控南中國海戰略形勢的發展。117 
因此誠如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所言：「美國在東南亞有永久的安全利益、永

久的經濟利益、永久的政治利益，這些利益是無法分割的」。118 

                                                 
115《世界日報》，1999 年 11月 19日。 
116李 文 志，〈海陸爭霸下亞太戰略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略〉，《東吳政治學報》， 13期(2001
年)，頁 129-174。 
117李 文 志，〈海陸爭霸下亞太戰略形勢發展與臺灣的安全戰略〉，《東吳政治學報》， 13期(2001
年)，頁 129-174。 
118《國際戰略研究室》，〈後冷戰時期我國南海戰略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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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日本的南海戰略 
日本的南海戰略－藉「美日安保條約」、「東協多邊對話管道」並積極強化本

身軍力，以維護國家利益   就日本而言，日本每年有 90%的石油及其它物資需
經過南海抵達本土，日本視東海經台灣，貫穿南海海域，通過麻六甲海峽，接印

度洋，連接中東主要石油輸出國此一海上交通線為其「經濟生命線」。 
從戰略角度來看，南海一旦爆發軍事衝突，立即影響日本的經濟利益，乃至

生存利益。任何一國尤其是中共，一旦控制南海，也等於掌控了日本。尤其從整

個東亞地緣戰略的觀點來看，中共如控制南海航道，便等於宰制了日本。 
日本的南海戰略，是一方面藉「美日安保條約」的相關規定，與美國共同強

調維護南海航行自由的權利；一方面積極參與東協多邊對話管道，使南海問題國

際化，以削弱中共的威脅，保障其在東南亞的利益。119 
1992 年 2月中共頒佈「領海及毗連區法」，將南海四群島列入中共之領土，

引起日本的抗議。日本對南海的關切也隨著在 1997 年「美日安保防衛指南」中，
一度傳聞將「日本周邊事態」的範圍擴張至南海地區。 

 
柒、南海問題對東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 
有關南中國海域主權的糾紛，不但涉及著名的東沙群島與南沙群島主權誰屬

的問題，同時更涉及整個海域地下資源開發與海上捕魚權誰屬的爭論，更嚴重

的，這裡涉及軍事、通航的安全問題，因為涉及的海上面積超過二十多萬方公里，

把中共、台灣、越南、馬來西亞、汶萊與菲律賓都捲入了漩渦，因為涉及的海域

大，國家多，所以問題的解決便顯得很複雜與困難。 
南中國海域衝突糾紛的肇因：第一，各國對該區許多島嶼、礁岩，尤其是南

沙群島及西沙群島的領土劃分意見不一。第二，與第一點直接相關的問題，便是

針對上述島嶼周圍海域中，可能埋藏的石油及天然氣礦藏所有權歸屬之爭執。第

三，在南海區域海峽與航道交通日益繁忙之時，維持航行自由亦是一項問題。第

四，自 1990 年代，海盜活動及搶劫事件肆虐，且增加幅度更勝海上交通發展。

第五，環境污染及資源耗竭問題，其中包括了漁場爭奪，因珊瑚礁遭破壞及油輪

漏油而起之爭執，亦是節外生枝。尤其對東南亞區域安全造成莫大的影響與隱

憂。我們可以從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深入探究： 
 
一、政治層面的影響 

冷戰前後涉及南海島嶼之爭的五個東南亞國家，暸解自己的軍事力量不足以

對抗中共。為了爭取在談判中的有利地位，乃盡量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團結他

們和其他國家，共同對抗中共。為維持地區之安定和經濟發展，大家仍傾向於集

                                                                                                                                            
http://www2.tku.edu.tw/~titx/strategy/southsea.htm 
119《國際戰略研究室》，〈後冷戰時期我國南海戰略之研究〉， 
http://www2.tku.edu.tw/~titx/strategy/southse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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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合作，爭取國際(尤其美國與日本)的介入與支持。在此一前提下，即使與南海
群島主權爭議無關之國家如泰國、寮國、柬埔寨、緬甸及新加坡等也同意將南海

問題列入會議討論。希望以集體力量及和平方法解決爭端，避免軍事衝突。 
此外，並擴大東協組織，設置多種議壇(例如：亞太經合會、東協區域論壇、

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管制研討會(The workshop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China Sea in Indonesia )及東協高峰會等)吸引亞太及歐美等國家參與，共同討

論南海及亞太的安全問題。希望將和北京的談判變成集體化與國際化，迫使中共

讓步。120讓國際承認他們在南海群島中搶佔島嶼之主權，並限制中共之擴張與威

脅。 
如本節開頭所述南中國海成為東南亞國家特別關注的一個主要危險中心，其

原因有二：其一、涉及主權爭議的國家太多，一但因處理不當釀成戰爭，對東南

亞區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會讓東協成立數十年追求和平、穩定與發展的宗旨目

標的努力，一夕化為烏有。其二、此地乃通過麻六甲海峽聯繫太平洋與印度洋的

主要航道，如發生戰爭必定影響東南亞整個區域生存價值。基於以上兩個重要因

素，所以東南亞國家尤其東協組織，必須深深介入調節及影響。 
1999 年 7月 27日在新加坡召開的「東協區域論壇」會議時，大會主席即明

白宣示，對於南沙群島的爭端，於是他表示所有會員國希望頒布一個「區域行為

準則」，以管制南海群島主權爭執國家之行為，121禁止任何國家採取軍事行動。 
東協與中共 2002 年 11月 4日簽署「南海區域行為準則」的協議，為東協國

家與中共解決南海地區島嶼爭執，提出了和平解決的方案，並也緩和了南海地區

各國間主權爭議所潛伏的衝突危機。122 
 
二、經濟層面的影響 

(一)經濟安全 
按照目前國際注重經濟安全形勢來看，中共或東南亞國家，都在強調國家經

濟開放，歡迎外來投資，加強與亞太國家經濟合作，不論中共與印尼、新加坡、

馬來西亞、泰國、菲律賓、甚至越南，事實上已搭上了雙邊經貿關係，有不少這

些國家的廠商或企業家跨國的投資，已成為東協加一(中共)經濟發展的催化素，
若要穩定這方面的經貿線，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不能有誤失，若雙方採

用斷然手段，強行排斥其他國家對爭執地的主權要求，便會嚴重傷害這個關係。

顯然，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的利益大小還是未知數，但現有與將來因經

貿而在東協成員取得的巨大利益是已知與預見得到。考慮到這此不容易才建立的

經濟關係，東南亞國家對南中國海「非強行佔有」的機會，大過「強行佔有」，

透過理性對話或協商化解衝突，也就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應是符合邏輯

                                                 
120《星島日報》，1994 年 8月 20日。 
121《世界日報》，1994 年 7月 26日。 
122《中華民國外交》，〈2003 年 5月 26日新聞背景參考資料〉，

http://www.mofa.gov.tw/newmofa/newsback/newsback92051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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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論。 
(二)海洋資源 

海洋和沿海環境無疑是所有生態系統中最具生產力和最豐富多彩的。這些地

區提供巨大、長久的經濟發展機會和就業機會。因此，長期以來，全世界的居民

都逐漸向沿海地區遷移。南中國海的海岸和海洋環境資源直接左右這一地區 5
千多萬人口的生活，這些生活在人口密度極高地區（主要指越南、柬埔寨、菲律

賓、馬來西亞和中國東南部地區每平方公里超過 1000人）的人要依靠這些自然
資源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中的一大部份。 
南海的地質及氣候共同創造出為數驚人豐富多樣的生物，以及大量天然資

源。南海四周，尤其是靠近印尼與及菲律賓群島處，均由珊瑚礁所圍繞，數量佔

全球 30%以上。這些珊瑚礁是全球生物多樣性最高的棲地，亦為水中食物鏈的基
礎。現今大半沿海居民的蛋白質攝取是來自海洋。 
南海四周的沿海國家，皆有相似的海岸生態系統，取得共用資源之管道亦類

似。例如像是沿海鮮蝦和牡蠣養殖，以及南海鮪魚和其他深海洄游魚類之漁場。

沿海勞工大多仰賴海洋為生，他們的工作範圍包括了捕魚、海運、近海探勘、開

採礦產和非礦產資源，以及觀光事業。 
南海可能也是石油及天然氣的重要來源處(表4─3南海地區東南亞國家的石

油及天然氣蘊藏量)。但是，在南海深水區鑽探的成本極高。一般認為圍繞南沙
群島水域蘊藏有大量的石油、天然氣和漁業資源，但專家對南沙群島的初步評估

顯示，在該區發現大量且易開採之石油或天然氣的機會極為渺茫。由於許多領土

劃定上的爭端，幾乎沒有石油公司願意冒險出資探勘以判定該區未來的產量是否

具商業價值。但是近年來石油價格始終高居不下，因此情形可能會有改變。 
由經濟安全與海洋資源分析得知，東南亞國家為安心發展經濟，原則上，各

爭端國皆同意放棄以武力解決衝突，但對於放棄主權爭奪，至今幾乎仍無共識，

為未來再發生戰爭可能性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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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南海地區東南亞國家的石油及天然氣蘊藏量 

國 別 
確定之石油藏

量 ( 1 0 億桶 )
確定之天然氣藏

量 (兆立方呎 )
石油產量
( 桶 / 天 )

天然氣產量

(10 億立方呎)
汶 萊 1.4 13.8 200,612 334 

寮 國 1 3.5 200,612 141 

印 尼 0.2 29.7 215,000 12 

馬來西亞 3.9 81.7 668,922 1,437 

菲 律 賓 0.3 2.8 3,000 1 

泰 國 0.4 11.8 169,346 565 

越 南 0.6 6.8 282,463 19 

總 計 約 7.8 約 150.1 1,920,434 2,509 

*表中僅包含南海四周區域。註釋：在南沙及西沙群島並無發現藏量。有關

已發現之石油及天然氣藏量，資料日期為 2001年 1 月 1 日(表中資料為 1998

及 1999年之數值；印尼南海開採之資料日期為 2000年 1 月 1 日)。表中石油

產量為 2001年平均值(印尼南海開採石油產量為 1998年之數值)。石油供應

包括原油、液態天然氣及其他液體。天然氣產量為 1999年平均值，但印尼

除外，表中收錄者為納吐納天然氣田 2000年以後之產量。 

資料來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Country Analysis Brief〉，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schina.html. 

 
 
三、安全層面的影響 

(一)航海安全 
南海已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航道。全球每年的商船運輸交通，半數以上會航經

麻六甲、龍目及巽他海峽。這些船隻主要運輸原油、液態天然氣及煤、鐵礦。每

年通過這些海峽的油輪、貨櫃船及其他商船，多達 10萬艘以上。每天都有油輪

載運著 300萬桶以上的原油穿過這些海峽。麻六甲海峽位於南海東南端，往來其

間的油輪數量，是蘇伊士運河交通量的三倍以上，更比巴拿馬運河的交通量高出

五倍以上。每天有 950萬桶的石油穿過麻六甲海峽。日本、南韓及台灣所進口之

石油，80%以上都會經過南海。開往日本的超大型油輪，則會通過位於巴里島南

方，且較寬闊之龍目海峽。123 
目前及預計之石油運輸量，使南海地區顯得益發重要，並讓麻六甲海峽成為

全球石油運輸系統的樞紐。此航道最狹處，為新加坡海峽中的菲利浦水道，最窄

處僅 1.5浬寬。此處因而成為天然瓶頸，可能導致船隻相撞、擱淺及油輪漏油。

船運中斷或威脅關閉、限制進入麻六甲海峽，都會對全球油價產生莫大影響。極

                                                 
123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對南海安全引爆點及資源政治的意涵》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年 5月)，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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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仰賴石油進口的東亞國家、日本、南韓、台灣以及石油需求逐漸增加的中共，

都非常關注上述繁忙狹隘水道的航行安全及自由。 
(二) 海盜攻擊及毒品走私 

南海地區運輸量龐大，使得商船受到攻擊的機會增加，在 1990 年代，全球

海上搶案有半數以上發生於南海。船隻所受之攻擊包括海盜行為以及海上搶劫，

前者定義為在公海上以非法行動取得私人利益，後者則是在 12浬的領海範圍中

搶劫。 
九○年代初期，麻六甲海峽附近的搶劫事件激增。但在印尼、馬來西亞及新

加坡開始共同監督之後，搶劫活動便轉至香港及海南島附近海域。在俄羅斯於

1995 年派出護航艦以前，該國船隻常是攻擊目標。其後海盜活動又轉至印尼領

海，該區海盜數量亦逐漸增加。1999 年南海地區發生的海盜搶案，比 1998 年高

出 40%，更比 1990 年時增加了 300%。124印尼海域及港口發生的搶案激增，可

能是由於經濟危機及國內動盪情形所致，也可能是肇因於搶劫手法日漸高明之犯

罪集團。西元 2000 年之後，海盜攻擊手法翻新，他們在港口便鎖定目標並沿途

跟蹤，最後在各國管轄範圍外的無防守海域登船行搶。他們將貨物卸下並迅速處

理，之後將搶得之船隻重新油漆、掛旗。根據美國最近提供情報顯示，有部分海

盜是由恐怖份子負責指導，將搶來的貨品及船隻走私毒品，用來洗錢支助恐怖行

動。 
雖然東協區域論壇曾召集海事專家，會商海岸巡邏行動、資訊交流以及海盜

報告調查等事宜。日本海上保安廳提出區域共同海巡監督計畫，並召開會議，討

論反海盜科技。新加坡、馬來西亞及印尼亦開始聯合巡邏航道。卻始終無法根絕

控制海盜攻擊及毒品走私情形。 
 
 
 
 
 
 
 
 
 
 
 
 
 

                                                 
124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譯，《中共在亞洲崛起之安全意涵：對南海安全引爆點及資源政治的意涵》

(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年 5月)，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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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影響東南亞各國安全之內外因素：第一，中共、日、俄、美等強權間的互動；

第二，台海、朝鮮半島爭端；第三，傳統領土和海洋爭議問題；第四，武器擴散

及軍備競賽；第五，國家內部問題（經濟、宗教、民族和社會矛盾）都很可能造

成東南亞各國和區域的不穩。 
波灣第二次軍事戰爭已結束，東協與中共 2002 年 11月 4日簽署「南海各方

行為宣言」的協議，為東協國家與中共解決南海地區島嶼爭執，提出了和平解決

的方案，並也緩和了南海地區各國間主權爭議所潛伏的衝突危機。亞太地區傳統

熱點問題，多數熱點朝解決的方向趨勢發展，基本上得到保持。例如東帝汶 2002
年順利建國、阿富汗過渡政府如期成立、印巴雙方總體保持克制等，都朝著和平

與穩定方向邁進。目前，唯獨「朝鮮半島」和「台海兩岸」正處於火熱爆點，稍

微不甚將會引爆，除了造成當事國戰爭悲劇之外，對東南亞及亞太地區甚至全世

界均造成嚴重的傷害，其後果不亞於「911事件」的震撼力。 
基於以上分析，對亞太地區安全熱點提出幾點建議： 
一、中共在與東協的經濟合作及南海信心安全建立上，既從中賺取了與東南

亞互惠互信的機會，又達到貶抑我國的目的。為了積極主動地因應中共在政治

上、經濟上對我的兩面攻勢，我政府高層應該重新思考我國在東南亞的外交戰

略，並試圖改善低盪的兩岸關係，以維護國家的最大利益。125 
二、東協應該不畏中共的阻擾，讓台灣能加入東協區域論壇，及亞太安全合

作理事會議的完全成員身分參與各種活動，對東協論壇本身以及區域安全對話而

言是項大貢獻，才能有效解決或舒緩目前的台海危機。 
三、希望東協在朝鮮半島及台灣問題，除了用「鼓勵」（encourage）、「歡迎」

（welcome）或「關心」(concern)問題等方式來表達其意見外，能夠凝聚東協及

其他對話夥伴國對亞太「熱點」地區形成安全的共識，而採取具體的措施，充分

展現預防外交能力。 
 
 
 
 
 
 
 
 
 
 
 

                                                 
125《聯合報》，2002 年 11月 4日，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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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 4 ― 1 東 南 亞 主 要 爭 端 － 南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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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沙 群 島 各 國 占 島 示 意 圖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國防白皮書，台北，國防部出版，頁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