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第五章    未來的展望 
冷戰後東協組織在亞太地區作用的顯現與未來的展望： 
第一，政治上它利用集團力量在中共、美國、日本、俄羅斯、歐盟等力量之

間實施平衡戰略，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第二，經濟上利用冷戰的和平良機打下的基礎實現了經濟上的騰飛；儘管遭

遇了 1997 年以來的金融危機的打擊，但良好經濟機體的存在和通過調整產業結

構以及整頓貨幣金融業等方面的改革已使它在 1999 年底走上了復甦路，它的資

源潛力、對外投資的能力、復甦帶來的國內需求所形成的市場潛力等經濟力量依

然不可忽視，「東協自由貿易區」已在 2002 年啟動，「東協加一(中共)自由貿易

區」也簽署，目前正朝向「東協加三(中共、日本、南韓)自由貿易區」邁進。 
第三，安全上在「911 事件」及「巴里島爆炸案」後，對內除持續奉行「東

南亞和平、自由和中立區」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安全合作方式，最後達成

「安全一體化」；對外配合美國遂行反恐作戰及共同打擊毒品買賣、武器走私、

金融洗錢、跨國犯罪、環境污染、傳染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並繼續推動東協區

域論壇，主導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的體制框架，除維護第一階段建立信

心措施和開展第二階段預防外交，並向未來第三階段建立解決衝突機制前進。 
以上政治、經濟、安全等積極作為，一切都是為了規劃 2020 年達成「東南

亞共同體」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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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傳統安全的威脅與防範 
壹、傳統安全威脅因素 
主要是指國家面臨的軍事威脅及威脅國際安全的軍事因素。按照威脅程度的

大小，可以劃分為軍備競賽、軍事威懾和戰爭三類。戰爭又有世界大戰、全面戰

爭與局部戰爭、國際戰爭與國內戰爭、常規戰爭與核戰爭等等。傳統安全威脅由

來已久，自從有了國家，也就有了國家間的軍事威脅。1但人們把軍事威脅稱為

傳統安全威脅，是在國家安全概念和新安全觀提出以後。1943 年美國專欄作家

李普曼(Walter Lipmann)首次提出了「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詞，美國

學界把國家安全界定為有關軍事力量的威脅、使用和控制，幾乎變成了軍事安全

的同義語。2二十世紀七、八十年代以來，人們便把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安全觀

稱為傳統安全觀，把軍事威脅稱為傳統安全威脅，把軍事以外的安全威脅稱為非

傳統安全威脅。 
 
貳、領土和海洋爭議問題 
涉及主權爭議、合法性與領土糾紛之問題往往是區域和國際緊張情勢之主要

來源。例如南中國海的爭議可分成兩大類，第一類：海上疆界之爭議，不涉及島

嶼所有權問題。如越南與馬來西亞有關海上疆界線之爭議。第二類之爭議涉及海

上島嶼主權。譬如，中共與越南有關西沙群島所有權之爭議。3 
東南亞各國間的領土爭議由泰國和緬甸邊界問題、南沙群島問題到波羅洲東

北部的沙巴問題不一而足，安全社區的形成自然須包括邊界聯合巡邏等跨界合作

在內，但當各國對鄰國的意圖心存戒慎時，這樣的合作即難以落實。4東南亞地

區現存的衝突，或糾紛為數仍是不少，衝突的本質大抵不離：第一，領土主權之

歸屬；第二，邊境劃界；第三，無主領土之爭奪；第四，國境內獨立運動或分離

主義抗爭。東南亞各國衝突如附表 5─1： 
 
 
 
 
 
 
 
表 5─1 東南亞地區各國領土和海洋爭議衝突統計 

                                                 
1《中共南方》，〈傳統安全威脅因素〉，

http://www.southcn.com/news/ztbd/llb/keyword/200212200628.htm 
2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5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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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央日報》，〈東協區域安全合作臨考驗〉，

http://www.cdn.com.tw/daily/2003/10/10/text/921010h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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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突 對 象 衝 突 事 件 解 決 方 案

菲律賓與馬來西

亞 

沙巴省(Sabah )與其

接鄰海域之爭 

菲、馬兩國同意設立專案小組，處理沙巴

領土主權的問題。 

中共與越南 
南中國海域西沙群

島主權之爭 

2002 年，東協與中共簽署「南海區域行為

準則」，和平方式處理本地區爭議。 

中共、越南、汶

萊、馬來西亞、

台灣、菲律賓 

南中國海域南沙群

島之爭 

2002 年，東協與中共簽署「南海區域行為

準則」，和平方式處理本地區爭議(台灣

唯一未參加簽署)。 

中共與越南 邊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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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與越南 
南中國海域內大陸

棚劃界糾紛 

遵循「南海區域行為準則」，和平方式處

理本地區爭議。 

越南與柬埔寨 邊界糾紛 

依照東協內部「和平、自由暨中立區」及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精神解決分

歧。 

馬來西亞與越南 海岸劃界糾紛 
遵循「南海區域行為準則」，和平方式處

理本地區爭議。 

東帝汶與印尼 反抗印尼統治 東帝汶 2002 年已脫離印尼統治而獨立。

馬來西亞與新加

坡 

貝德拉布蘭卡(Pedra 

Blanca)島所有權爭

端 

依照東協內部「和平、自由暨中立區」及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精神解決分

歧。 

馬來西亞與印尼

爭奪斯巴丁島

Sipadan) 、塞巴迪島

(Sebatik) 、里其丹島

(Ligitan) 

依照東協內部「和平、自由暨中立區」及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精神解決分

歧。 

馬來西亞與泰國
暹邏灣海域劃界糾

紛 

遵循「南海區域行為準則」，和平方式處

理本地區爭議。 

泰國與緬甸 邊界糾紛 

依照東協內部「和平、自由暨中立區」及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精神解決分

歧。 

泰國與寮國 邊界糾紛 

依照東協內部「和平、自由暨中立區」及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精神解決分

歧。 

資料來源：參考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台北：五南，1994 年

12 月)，頁 226-227 及《ASEAN》，〈political and security〉， 

http://www.aseansec.org/92.htm。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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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與中共解決領土和海洋爭議的努力也取得重要進展。在兩國領導

人的支持和指導下，中共與越南簽署了陸地邊界條約，解決了北部灣劃分問題，

確立了與鄰國的第一條海上邊界。2002 年，東協與中共簽署「南海區域行為準

則」，向外界發出雙方願致力于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以和平方式處理本地區爭

議的積極信號。5 
 
叁、擴充軍備 
受到中共海軍南擴的影響，近年來東南亞各國已捐棄彼此的政治歧見，積極

整建海軍，以共同對抗來自中共海軍的威脅。未來中共海軍將扮演比沿岸防衛更

為重要的角色，北京亦有心將其影響力擴及東南亞水域。為此，包括越南、馬來

西亞、汶萊、菲律賓以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已加速海軍的整建，自 1994 年至

1998 年共耗費 54 億美元添購各式海空軍備。6 
進年來，東南亞國家隨著經濟逐步復甦，擴充軍備又悄然升溫，引起國際社

會的關注。 
 

一、競相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 
東南亞國家為加速武器裝備現代化進程，今年以來積極從外國購買先進的武

器裝備。7 
泰國已從德國、美國購買了２５架 「阿爾法」戰鬥機、２架可攜帶反坦克

導彈的「黑鷹」直升機和１８架「Ｆ－１６Ａ／Ｂ型」戰鬥機；新加坡從法國、

美國購買了６艘「拉斐特」級護衛艦、８架「阿帕契」攻擊直升機、１００枚空

對空導彈和價值７億美元的艦對艦導彈。菲律賓向美國訂購了價值１．０５億美

元的武器裝備。 
馬來西亞剛在 2003 年 5 月宣佈將向俄羅斯購買 18 架「蘇凱-30MK 型」戰

機，馬國預料將在 2006 年接收這批總值 9 億美元的戰機。馬來西亞政府進一步

計畫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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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來西亞國防部長納吉布證實說，現在軍方正在尋找適於配備機載警戒與控制系

統的飛機，並將於 2005 年前提貨。8印尼總統梅嘉娃蒂在 2003 年 4 月訪問俄羅

斯時也決定購買 4 架「蘇凱型」戰機。印尼政治安全統籌部長尤多約諾還表示，

印尼有意訂購 44 架俄羅斯戰機。9 
 

                                                 
5《中共中央委員會》，〈與鄰為善  以鄰為伴〉，

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30216/BIG5/qs%5E353%5E0%5E6.htm 
6《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東南亞掀起海軍軍備競賽〉，http://straitstimes.asia1.com.sg/ 
7《中共崔煒》，〈東南亞國家軍備競賽悄然升溫〉， http://www.hledol.com/military/doc/docp30.htm 
8《中共千龍》，〈馬來西亞斥鉅資採購軍備東南亞戰略平衡動搖〉，

http://inter.qianlong.com/4420/2003-6-3/183@878292.htm 
9《新加坡國際廣播電臺》，〈馬印相繼購買俄戰機是否會引發東南亞軍備競賽?〉，
http://www.rsi.com.sg/chinese/newsscan/view/20030523132600/1/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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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頻繁舉行雙邊和多邊聯合軍事演習 
據外電報導，自從 911 事件以後東南亞國家在 2001─2003 年就與美國、澳

洲、英國等國舉行雙邊和多邊聯合演習較以往多好幾倍。其中，菲律賓先後與美

國在南海和菲律賓本土舉行了實兵演習，其中在菲律賓克拉克、蘇比克和巴拉望

舉行過「肩並肩-２001、2002」海陸空實戰演習規模較大，參演兵力達萬餘人，

旨在提高三軍聯合作戰能力。 
泰國分別與法國、澳洲、紐西蘭在泰國灣、泰清邁府舉行了雙邊聯合軍事演

習，2002 年 5 月 14 日，美國、泰國和新加坡軍隊開始的「金色眼鏡蛇 2002」(Cobra 
Gold 2002)聯合演習，美、泰、新參加演習的總兵力達 2 萬餘人，美泰兩軍共出

動 105 架戰機、17 艘軍艦和 3,000 多輛軍用運輸車參加演習。10在實兵演練中，

參演部隊進行叢林生存、夜間戰鬥、大型車輛識別跟蹤、空中打擊、防範生化武

器攻擊和聯合兩棲登陸等科目的演練，著重提高快速反應能力和諸軍兵種協同作

戰能力。 
2003 年 6 月 21 日到 7 月 25 日，馬來西亞就將與新加坡、澳洲、紐西蘭和

英國舉行聯合陸、海、空三軍演習，這個代號為「飛魚 2003」的三年一次的聯

合軍事演習就是以新、馬遭到威脅作為演習的假定情形。11新加坡與美國舉行了

海上聯合作戰演習。根據美國建議，泰國、菲律賓、馬來西亞等國將從 2001 年

開始與美國舉行 「集體挑戰」12多邊聯合軍事演習，主要科目有維和、救災等，

重點提高應付地區安全危機的能力。越南也準備與美國、印度、日本舉行雙邊或

多邊聯合軍事演習。 
 

三、加強海、空軍建設 
東南亞多數國家認為其未來面臨的主要威脅將來自海上和空中，因此大力加

強海、空軍建設：頻繁舉行海空聯合演習，提高海空作戰能力；大力購買先進的

作戰飛機和艦艇，並加緊擴建海、空軍基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印尼、新加坡

已組建潛艇部隊，泰國、越南、菲律賓和馬來西亞也在加緊籌建潛艇部隊。今後，

東南亞國家仍將重點發展海、空軍。菲律賓計畫在１０年內耗資１０７億美元擴

充海、空軍；馬來西亞最近制定了耗資３０億美元的「海軍現代化建設計畫」，

並決定加快空軍現代化建設步伐。印尼計畫在未來５年內將海軍總兵力由６．５

萬人擴充至９．３萬人；越南決定重點發展大中型水面艦艇部隊和殲擊機航空兵

部隊，提高遠程作戰能力。13 

                                                 
10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恐怖主義對安

全的威脅：持續的恐怖攻擊與反恐合作」》(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11。 
11《中共千龍》，〈馬來西亞斥鉅資採購軍備東南亞戰略平衡動搖〉，

http://inter.qianlong.com/4420/2003-6-3/183@878292.htm 
12 2001 年開始，美國將「金色眼鏡蛇」與美菲「肩並肩」(Balikatan)、美澳「前後推進」軍事演

習納入同一體系內，合稱「集體挑戰」。 
13 《中共崔煒》，〈東南亞國家軍備競賽悄然升溫〉， http://www.hledol.com/military/doc/docp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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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上研究分析，東南亞國家急於擴充軍備主要有以下三個動因： 
首先，建立自主防務，制衡外部大國。冷戰結束後，美國和俄羅斯在東南亞

地區實施戰略收縮，使長期在防禦上依靠大國保護的東南亞國家失去了保護傘，

產生了新的安全憂慮，面臨著依靠自身力量重建防務的新課題。而原來規模較

小、裝備較陳舊的防務力量已遠遠不能適應新的安全形勢的需要。因此，東南亞

國家急需加強軍隊建設，以建立「自主防務」。同時，鑒於東南亞地區是大國利

益交匯的地方，東南亞國家希望通過不斷增強自身軍事實力來最大限度填補美俄

收縮後出現的「權力真空」，以減少其他大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影響，保持地

區和平與穩定。 
其次，維護經濟利益。東南亞地區是亞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度洋之間的

海上交通要道，歷來是大國爭奪的目標。而且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海洋息息

相關：大多數國家經濟中心位於沿海地區，陸地資源有限，而其周邊海域特別是

南海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漁業和礦產資源；東南亞國家經濟的發展很大

程度上依賴外貿，其９０％的對外貿易靠海上運輸。為此，這些國家必須要擴充

軍事力量，尤其是要加強海、空軍建設，以保衛所謂「海洋國土」，控制海上交

通要道。 
最後，相互防範。雖然東南亞所有國家(除東帝汶)都加入了東協，其凝聚力

也在逐步增強，但各國之間仍然存在著政治分歧和利益衝突，必然要相互防範，

因而也就必須發展軍備，特別是近年來東南亞地區局勢持續動盪不安，東南亞國

家的危機感有所增強，尤其是新加坡、馬來西亞、菲律賓擔心印尼持續不斷的動

亂和可能出現的分裂波及自身，因此急於擴充軍備，以提高防範能力。如前段所

述可從東南亞國家近期競相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頻繁舉行雙邊和多邊聯合軍事

演習、加強海、空軍建設等積極行動可窺探其中奧妙。 
可以預料，東南亞國家隨著經濟復甦，彼此之間的擴充軍備將漸趨激烈。澳

洲國防學院西亞爾博士指出，對於很多戰略分析家來說，從事軍備現代化的國

家，很自然會打破地區戰略平衡，這種針鋒相對的擴充軍備很可能導致東南亞地

區安全形勢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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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落實東亞自由貿易區 
就區域經濟整合一體化型態而言，依經濟學者巴拉薩(Bela Balassa)教授的定

義，經濟整合依整合程度差異，分為(1)自由貿易區(Free Trade Area )；(2)關稅同

盟(Customs Union)；(3)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4)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5)完全經濟整合(Total Economic Integration)等五種，14詳如 5─2 表。 

 
表 5─2 區域經濟整合一體化主要型態 

名 稱 主 要 特 徵 聯 繫 程 度

自由貿易區 

會員國間免除所有關稅及

配額限制，而對區域外國

家，仍維持其個別關稅、配

額或其他限制 

一般；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初級階段

關稅同盟 
會員國間之關稅一律取消

外、對外採取效的共同關稅

較為緊密；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中級階段

共同市場 

除具關稅同盟特性外，尚包

括建立會員國間人民、勞務

和資本自由流通所形成之

無疆界區域 

緊密；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級階段

經濟同盟 

除關稅同盟外，還實現金

融、財政和對抗經濟循環之

經濟政策的協調，縮小會員

國政策差異 

緊密；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級階段

完全經濟整合

會員國之經濟、金融、財政

等政策完全統，並設立超國

家機構 

非常緊密；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高階段

資料來源：參考張亞中，《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

北：揚智，2001 年 3 月），頁 167。筆者自行整理 

 

 
由於「歐洲經濟共同體」(EEC)促成「北美自由貿易區」(NAFTA)形成及「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決定在 2020 年達成自由貿易目標；因此，東南亞及東北亞國

家認為必須籌組大型經濟體(東亞經濟共同體)，來應付時代潮流及提昇國家整體

經濟力量。 
「歐洲聯盟」(EU)這是一個比較緊密的區域經濟合作形式，而且還開始出現

了政治一體化的趨勢；40 多年來該聯盟一體化程度不斷提昇，經歷了從關稅同

盟共同農業政策共同市場直到目前的統一貨幣的深刻變化，現有 15 個成員國，

                                                 
14張亞中，《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台北：揚智，2001 年 3 月），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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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致力於「東擴」和「南下」戰略；其近期目標，是要在 2010 年實現包

括中東歐、北非、中東甚至中西亞的以歐盟為中心的「大聯盟經濟區」。 
「北美自由貿易區」是 1992 年由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國元首簽署「北

美地區之貿易協定」所產生，1994 年 1 月正式開始運作；15根據協定，北美自由

貿易區區分四個階段，在 15 年內實現貨物、人員、資金的自由流通。美國還雄

心勃勃，要將北美自由貿易區擴大到全美洲，建立一個包括所有美洲國家再內的

「美洲自由貿易區」。16 
最近東協十國和中共、日本、南韓所召開的「東協加三」論壇中，決定促進

區域經濟整合，以建立東亞自由貿易區。這種發展不但不會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

的領導地位，而且能夠同時增進該地區的經濟和安全利益。箇中原因有三，首先，

美、日、中共三邊關係已同時改善，這為亞洲加強融合與安定提供絕佳機會。其

次，在全球衰退加深的情況下，亞洲各經濟體必須減少對區域外出口的仰賴，進

而取消企業資源在跨國流通時的障礙，並整合各國的市場。第三，中國大陸經濟

的快速成長和不斷融入區域體系，使得各鄰國願意促進區域整合。同時中共也希

望透過支持區域政、經結合，來減少鄰國在經濟和軍事兩方面對「中國威脅論」

的憂心。17 
1997 年的金融危機強化了「東亞經濟合作」趨勢，近年來的反恐活動，如

「911 事件」、「巴里島爆炸案」事件等，使得非傳統的安全要素受到了挑戰，安

全成為東亞的共同目標，成為新的合作點，也在一定程度上推動了東亞自由貿易

區的擬建工作。 
2003 年 10 月 7 日，中共總理溫家寶在印尼巴厘島舉行的第七屆「東協加三」

高峰會議上提出四項建議，其中之一是為完善充實「東協加三」合作，推動東亞

合作邁向更高水準，研究建立東亞自由貿易區的可行性。此建議得到東亞各國的

贊同。18 
 
壹、東協自由貿易區整合歷程 
東協成立之初，宣言中明示維護會員國的經濟成長為目標之一，然而東協真

正有積極的經濟合作計畫是八○年代的中期以後。1977 年 8 月第二屆高峰會談

後簽署的「東協優惠貿易協約」(The Agreement on ASEAN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簡稱 ASEAN-PTA), 以及其他相關的經濟合作配套措施，然而，

東協會員國之間產品的互補性太弱，除了新加坡在製造業、汶萊在原油外，其他

四國泰國、印尼、菲律賓、及馬來西亞的產業都是以勞力密集的農業、輕工業、

                                                 
15羅浩，《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 Q&A》（台北：風雲論壇，2002 年 10 月），頁 233。 
16曹雲華，〈前景光明，道路曲折〉，《東南亞研究》，4 期 (2002 年)，頁 6-13。 
17《遠景資料》，〈東亞經濟整合對各方有利無害〉，

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press/digest/dgst901119.html 
18《中共仙桃投資》，〈東亞自由貿易區：13 國新墾〉，

http://www.xttzw.com/article/shownews.asp?newsid=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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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製造業為主，各國之間經濟產業的互補性並不很高。19由於出口的主力產品替

代性相當高，而且屬於產業內貿易比較不可能發生的傳統產業或資源內涵較高的

產品，因此，互相貿易的原始經濟誘因本就不強，理所當然，關稅減讓所能帶來

的相互貿易擴張的程度也就有限。 
為擴大區域內之合作， 1992 年提出成立東協自由貿易區，並簽署了所謂「東

協自由貿易區共同有效優惠關稅方案協議」(AFTA)，預定於 2008 年以前成立東

協內部自由貿易區。201995 年第五屆東協高峰會議推動東協自由貿易區成立之時

間表，由原先 2008 年提前於 2003 年前。 
1997 年東南亞國家面臨東協成立以來最嚴重的金融危機與經濟衰退，21東協

國家深受金融危機的衝擊，東協在 1997 年 10 月 15 日召開第 11 屆東協自由貿易

區會議，表示金融危機的動盪使東協自由貿易區早日形成、普遍有效優惠關稅

(CEPT)縮短進程，及東協經濟合作關係的強化更形重要，因為此三者有助於提

供一個良善環境，減少貿易障礙，增加外資流入的吸引力；且東協亦認為金融危

機有助於東協國家擴大區域內外的出口發展，甚至可藉此調整東協的產業結構，

達到競爭力提升之長期目標。22 
東協自由貿易區，第一階段已從 2002 年 1 月 1 日啟動，其中六個創始會員

國(汶萊、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和泰國)將開始把東協內部大部分貿

易商品的進口關稅，調降至 0 到 5％之間，但柬埔寨、寮國、越南及緬甸這四個

開發程度較低的會員國，則放寬至可在未來十年內跟進。23    已歷十年餘東協自

由貿易區，由於各國間意見分歧，致成立之初發展相當緩慢，在新加坡及馬來西

亞的積極主導下，而逐漸步向較具組織化之運作模式，且會員國間經濟合作範圍

亦有日趨多元化之趨勢。此除顯示近年來亞太經濟的重要性已顯著提升外，另一

方面與亞太各國間經濟互相依存關係日益加深亦為一重要因素。然而各界對此一

計畫能否實施並不看好。 
而為了擴展全方位合作關係，東協國家也在近年開展外向型經濟合作，並構

築所謂的「東協加一(中共)」和「東協加三(中共、日、韓)」合作機制。24 
 
 
 

                                                 
19林欽明，〈東南亞區域整合的趨勢〉，《東南亞投資雙月刊》， 2000 年 8 月。  
20《ASEAN》，〈Singapore Declaration Of 1992 Singapore：DIRECTIONS IN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http://www.aseansec.org/5120.htm 
21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 月），頁 216。 
22《ASEAN》，〈Joint Press Statement of the 11th AFTA Council Meeting, 15 October 1997, Subang Jaya, 
Malaysia.〉，http://www.aseansec.org/economic/afta/eco ac11.htm 
23《東森新聞》，〈東南亞 10 國政經合作組織實力不容小覷〉，

http://www.ettoday.com/2003/10/07/10844-1524289.htm 
24《東森新聞》，〈東南亞 10 國政經合作組織實力不容小覷〉，

http://www.ettoday.com/2003/10/07/10844-15242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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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東亞自由貿易區合作的進程及前景 
一、東亞合作的進程 

早在 1990 年馬來西亞總理馬哈蒂爾就提出建立包括東協和中共、日、韓在

內的「東亞經濟核心論壇」的設想。但是，由於帶有比較明顯的對抗美國霸權的

傾向，遭到美國的強烈反對，致使日本和韓國態度曖昧，此倡議被豎之高閣。1995
年，由於亞歐合作的推動，東亞領導人實現了會晤。然而，推動東亞合作的加速

器是 1997 年的金融危機。金融危機主要發生在東亞，危機迫使領導人進行會晤，

就如何應對危機和防止未來發生新的危機進行討論與合作。25 
1997 年，在日本首相橋本龍太郎訪問東協時正式提出與東協定期舉行高峰

會議的設想，而東協由於陷入嚴重金融和經濟危機，也需要加強與日本，中國和

韓國的合作。這樣，東協接納日本的建議，進一步促成了東亞領導人的非正式會

談。新加坡總理吳作棟 1999 年代表東協正式向中共、日本及韓國提出成立東亞

自由貿易區的建議。26 
為盛大慶祝東協成立三十週年，促進區域的和諧與良性互動，東協於吉隆坡

召開高峰會後，隨即舉行東協擴大高峰會，亦即包括東協九國、中共、日本與南

韓的「九加三」，計十二國的領袖級高峰會。27然而，由於東協近來深受金融危

機的侵襲，讓東協經濟重挫，促使高峰會不得不以金融問題為主要的討論議題，

以共謀化解金融危機之道。28會中，中共、日本與南韓雖承諾支援東協，但與東

協提出的要求卻有相當大的差距。 
其中，南韓僅承諾提供教育與技術支援，以表示道義上的支持；日本亦僅宣

布未來五至六年內，將成立一個總值 180 億美元的信貸基金，提供參與東協基礎

建設的日商，以重整東協經濟，並在未來五年，提供兩萬名東協人民赴日接受訓

練，發展人力資源；相形之下，中共在會中嚴正的保證絕不會讓人民幣貶值，以

避免為東協國家帶來更大的金融動盪，同時，亦表示意願將提供 40 至 60 億美元，

參與 IMF 的援助計畫，似乎顯得較具誠意。29 
然而，由於三國並未提出具體恢復投資者信心的措施，以及任何新的援助方

案，使得此次會議的形式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會議成果遠不如預期想像；然這

也正顯示當日本與南韓國內亦深受金融危機衝擊之際，自己是泥菩薩過江自身難

保的情況下，實難提出具體且可觀的援助計畫。 
儘管「九加三」東協擴大會議的經濟成效令人大失所望，但是，本次會議背

後的政治意涵卻著實令「亞太主義」的美國等西方國家不得不為之正視。首先，

                                                 
25 《ASEAN》，〈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http://www.aseansec.org/viewpdf.asp?file=/pdf/afta.pdf 
26 http://www.xttzw.com/article/shownews.asp?newsid=3399 
27 《ASEAN》，〈Joint Press Statement of the 11th AFTA Council Meeting, 15 October 1997, Subang 
Jaya, Malaysia.〉，http://www.aseansec.org/economic/afta/eco ac11.htm 
28宋鎮照「東南亞金融風暴與我國南向政策的發展」，《東亞季刊》， 第 29 卷第 3 期（1998 七月），

頁 29-48。 
29 《吳德鳳》，〈東亞金融危機下之亞太權力互動〉，http://home.kimo.com.tw/liutaho/2003081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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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東協國家而言，擴大高峰會反映出東協三十年來的壯大與高度企圖心，亦似乎

展現出如欲舉辦東亞區域組織、會議，或是對話機制，唯有東協才有此主導能力，

頗有與中共、日本互別苗頭的意味。 
東協從 1967 年建立時只有五個成員，到 1997 年時已增加至九國，1998 年

又舉辦十二國高峰會，幾乎已將周遭的大國納入成為東協的對話夥伴，象徵東協

亟欲發展為區域強權的旺盛企圖心。然就在東協三十年有成之際，竟爆發金融危

機，讓東協相當棘手，也降低東協的政治氣勢。30 
至於日本，其歷年來亟欲透過經濟大國之姿主導亞太經貿發展，不僅積極與

東協建立經貿合作關係，亦亟欲藉由拉攏東協勢力，以成就其政經優勢地位、提

高亞太發言權。然就在發展成為東協主要的經貿投資夥伴，也成為東協國家長期

以來經濟依賴的對象之際，利用此次金融危機，本可為其勢力的擴張增添臨門一

腳，豈料，日本近來在金融緊縮與經濟蕭條的壓力下，對外經援的能力大為降低，

甚至連東協在會中希望日本擴大對東協的進口要求，亦遭橋本回絕。 
此一來可看出日本經濟的衰退，二也可看出一國經濟實力會反映出其政治影

響力；換言之，隨著日本對東協的援助能力降低，東協對日本的信賴與支持也隨

之削弱。 
相較之下，中共即成為此次高峰會議的最大贏家。金融危機重挫的東協國家

與日本的銳氣，而此時中共以救星之姿挺而金援東協，不僅展露其東亞霸權角色

地位，也透露出中共與東協關係出現友好合作的轉捩點。31 
將歷屆「東協加三」會議重點彙整如表 5─3： 
 
 
 
 
 
 
 
 
 
 
 
 
 
表 5─3：歷屆「東協加三」會議重點 

                                                 
30宋鎮照「東南亞金融風暴與我國南向政策的發展」，《東亞季刊》， 第 29 卷第 3 期（1998 七月），

頁 29-48。 
31田昆，〈中國與東盟貿易投資關係及未來全球第三大市場展望〉，《東南亞研究》，5 期(2002 年)，
頁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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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地 點 內 容

1997 年 
馬來西亞 

(吉隆坡) 

會議就 21 世紀東亞的發展前景，亞歐合作，亞洲金融危機，深化地區經濟

聯繫，以及在國際經濟問題上進行協調與合作，達成了許多共識。 

1998 年 
越南 

(河內) 

加強地區合作，克服金融危機，恢復地區經濟增長和促進地區的安全與穩

定。中共就加強東亞合作提出具體建議，提議東亞舉行副財長和央行副行長

會議，研究國際金融改革及監控短期資本流動的問題。與會東亞領導人一致

同意中共的建議，這使得東亞地區第一次有了高層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對話

與協商，並就地區重大的經濟問題尋求建立合作機制。 

1999 年 
菲律賓 

(馬尼拉) 

推動東亞合作的原則、方向和重點領域達成了共識，首次發表了「東亞合作

聯合聲明」。聲明強調，決心在各個領域實現東亞合作，領導人對進一步深

化和擴大東亞合作表示了更大的決心，朝著注重實效、切實提高東亞人民的

生活質量，促進本地區再一世紀的穩定的方向努力。 

2000 年 新加坡 

加快湄公河流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出了具體行動計畫。跨國問題，走私，毒

品，海盜等問題進行合作，採取聯合行動。這次領導人會議所表現出來的務

實作風和面向未來的積極姿態，無疑為 21 世紀東亞的進一步深入合作打下

了一個良好的基礎。 

2001 年 汶萊 

中共和東協領導人就建立緊密經濟合作關係達成共識，宣佈用 10 年時間建

成自由貿易區。領導人沒有接受「東亞合作展望小組」關於建立東亞自由貿

易區和從「東協加三」過渡到「東亞領導人會議」的建議，從而也就沒有在

東亞合作的長期目標和加快「東亞一體化」進程等重大問題上達成共識。 

2002 年 
柬埔寨 

(金邊) 

第一、深化經濟、金融合作，鞏固「東協加三」合作成果；第二、拓展政治

和安全等領域合作，開創「東協加三」全方位合作的新局面；第三、進一步

加強合作機制建設，探討「東協加三」合作未來方向；第四、推動社會各界

的全方位參與。 

2003 年 
印尼 

(巴里島) 

第一、研究建立東亞自由貿易區的可行性；第二、推進東亞財政、金融合作，

在「清邁協議」的基礎上，逐步實現雙邊貨幣互換網絡多邊化，逐步落實「東

協加三」各方就建立亞洲債券市場達成的初步共識，探討設立區域投資合作

實體；第三、加強政治和安全對話，開展非傳統安全合作，共同維護來之不

易的和平發展環境；第四、拓展社會特別是文化、科技合作，建立「東協加

三」公共衛生、青年交流、文教和高科技等新的合作機制。 

參考資料：一、宋鎮照「東南亞金融風暴與我國南向政策的發展」，《東亞季

刊》， 第 29 卷第 3 期（1998 七月），頁 29-48。 

二、田昆，〈中國與東盟貿易投資關係及未來全球第三大市場展

望〉，《東南亞研究》，5 期(2002 年)，頁 32-37。 

三、《ASEAN》，〈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http://www.aseansec.org/viewpdf.asp?file=/pdf/afta.pdf 

 
二、東亞合作的前景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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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合作已經建立起來一個行動框架。它由下列機制組成：(一)元首高峰會

議，一年一次；(二)部長會議，目前已經有財長會議，外交部長會議，經濟部長

會議；(三)高官會議。此外，還有非官方機構，如東亞合作展望小組，產業、商

業論壇，以及中共、日、韓研究機構合作等。隨著合作進程的發展，其他機制還

會相繼建立，比如，領導人已經同意建立的「東亞經濟委員會」，「金融合作委員

會」，還有地區安全對話機制等。值得提及的是，設立常設秘書處必要性也會很

快提到議事日程。32 
當然，從未來發展的角度來看，真正的東亞合作機制化建設必須建立在一個

統一的體制框架之下。這裏，大體有四條路可以選擇： 
第一條，是通過東協的擴大，即其他國家加入東協，最後實現東亞範圍的一

體化，在體制和方式上，沿襲現在的東協自由貿易區。不過，由於中共、日、韓

特別是中共和日本規模太大，分別加入東協會出現很多問題，東協自身也會難以

承受。 
第二條，是「東協十國」和「中共、日、韓」分別發展，在成熟的基礎上實

現東南亞和東北亞地區的聯合，最後變為東亞地區的合作組織。這裏，關鍵是東

北亞國家能否建立起真正的合作機制或組織，在這方面，困難是很多的。特別是

考慮到中共、日、韓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和政治上的障礙，發展真正的組織難度

很大。同時，分別建立合作區，也會使剛剛起步的東亞合作受到制約，甚至產生

分裂。 
第三條，是中共、日、韓分別推動與東協的制度化一體化建設，並且同時尋

求把三個進程合攏的方法，有條件的先走一步，比如現在的東協—中共自由貿易

區計畫。 
第四條，是大力推動和全面規劃整個東亞地區合作的框架和組織結構，把其

他的合作發展納入整個東亞合作的框架和組織機制之中，建立東亞合作機制以及

一體化體系和組織。 
筆者比較贊成第四條道路的。理由：推動東亞整個地區的合作機制的建設當

然要考慮到東亞現在已有的合作機制的存在和作用，因此，目前並不是要立即解

散東協或停止其他多種機制的作用。相反，在近期可能應該鼓勵多種形式的合

作，比如中共與東協之間的自由貿易區建設已經先行，如果中共和東協推動合作

上步伐能夠更快些，那麼，對於推動整個東亞的合作可能會有積極作用。當然，

這裏重要的是要把東亞地區的各種合作機制納入東亞長遠合作發展的框架和組

織體系之中，以便有利於東亞合作的長遠目標的實現，而不是產生新的分割。 
 
 
叁、東亞自由貿易區合作的目標與障礙 

                                                 
32《中共 人民》，〈國際論壇：東亞合作漸入佳

境〉，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4/20021108/861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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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亞合作的長遠目標 
東亞合作的長遠目標是什麼呢？既然要推動東亞合作，這是一個不可回避的

問題。按地理以及經濟重心和相互聯繫程度，世界上目前主要有三大區域：歐盟，

北美和東亞。如前所述歐盟從 12 國33建立經濟共同體開始，逐步實現擴大和深

化，目前發展到由 15 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和政治高度一體化的聯盟，其範圍將進

一步擴大，把大部分歐洲國家包括在內。 
北美以建立自由貿易區為目標，已經在美、加、墨三國間實施自由貿易協定，

將來北美自由貿易區將會擴大到整個美洲，形成美洲自由貿易區。在政治和其他

領域的合作，已經有美洲國家組織。現在，很難說美洲的合作會走向歐洲的道路，

但是，隨著自由貿易區的建立，更深的經濟合作必定會提到議事日程，政治的合

作也可能會加強。 
相比之下，東亞地區的合作要後進些。儘管這裏已經有東協自由貿易區的建

設和政治安全上的合作，但是，如前所述，以東協為核心實現擴大，存在現實的

困難。這樣，及早設計規劃東亞合作的長遠規劃就是十分必要的了。應該說，東

亞已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1998 年韓國總統金大中在第二屆「東協加三」高峰

會議上提議成立「東亞展望小組」，由東亞各國的各界知名人士研究如何加強東

亞國家在經濟、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進行中長期合作的問題，即為未來的東

亞合作設計長遠規劃藍圖。可以預料，展望小組的報告將會對未來東亞的合作產

生重要影響。 
2001 年展望小組向領導人提交了研究報告。展望小組提出的主要建議包

括：第一，把建立「東亞共同體」作為東亞合作的長期目標；第二，、建立東亞

自由貿易和投資區；第三，加強東亞地區的金融合作；第四，推動東亞經濟和政

治合作的制度性發展；第五，由「東協加三」框架向東亞機制過渡；加強政治、

安全合作以及社會、文化、教育合作。儘管汶萊會議期間領導人沒有立即採納展

望小組的建議，但是，這個報告畢竟指出了東亞合作的一個大方向和藍圖。東亞

合作由「對話合作」走向「制度化合作」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2002 年 5 月底在大陸山東威海召開的「2002 東北亞經濟論壇」就中共、日、

韓自由貿易區問題達成共識。這樣，中共、日、韓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在東協

的合作框架下，通過 3 個「東協加一」的具體渠道而形成，從而促進了中共、日、

韓三國的緊密合作。將來，中共、日、韓必須以「東協加三」為平臺，為積極建

立全面經濟夥伴關係開始合作的制度性安排，以期能夠建立自由貿易區。34 
東亞合作包括經濟、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但是，考慮到東亞

目前的實際情況和可能性，在初始階段，應該把經濟貿易合作作為重點。經貿合

                                                 
33 歐洲經濟共同體原有 12 個會員國：法國、德國、義大利、荷蘭、比利時、盧森堡、丹麥、爱

爾蘭、英國、希臘、西班牙、葡萄牙。請參考羅浩，《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 Q&A》（台北：風雲

論壇，2002 年 10 月），頁 231。 
34楊津瑞，〈東亞經濟合作—進展、問題及前景〉，《東南亞研究》，5 期(2002 年)，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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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以考慮三個方面的建設：35 
其一，建立地區自由貿易和投資區。這方面的建設可以從減少貿易障礙，即

推行貿易和投資便利化開始，做出共同安排。這包括通關程式，貨物檢驗，投資

管理，貿易爭端，人員流動等等，同時，也應就減少，最終逐步消除區域內的關

稅和非關稅壁壘進行安排，以便最終實現自由貿易和投資區。 
第二，開展經濟技術和發展合作。目前，已經就這方面達成了一些協議，比

如，金融合作、湄公河流域的開發，建立東亞電子網路，建設歐亞鐵路，農業和

糧食合作，以及人力資源開發合作等。未來，在能源、環境、技術、科研等方面

都可以規劃和開展地區合作專案。當然，在這方面，法規上的協調和地區基礎設

施規劃上的聯繫和協作(比如稅收，市場規則上的協調，跨區交通的連接等)是非

常重要的。不過，也要避免在具體項目上使政府直接參與太多，主要的方式並不

是要建立由各國政府出資和管理的工程項目，而是要通過政府間的合作，為公司

企業和科研機構進行聯合與合作的條件。 
第三，建立地區經濟合作機構。比如，已經進行的貨幣互換合作機制，將來

它還可以發展到更高的層次（比如，地區金融合作基金），地區經濟合作委員會，

地區投資促進委員會，地區人力資源開發合作委員會，地區環境合作委員會等。

東亞經貿合作不走單一的自由貿易區的道路，應該推進全面的經濟合作，尤其是

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和地區金融科技合作機制的建設，在經濟發展政策和運行上進

行協商與協調。 
從發展的角度來說，東亞合作必然面臨著如何對目標定位的問題。展望小組

提出最終建立經濟、政治、安全、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東亞共同體」，應該說，

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概念。歐洲聯盟的建構為世界提供了一個啟示，即在一個地

區建立起高度一體化組織是可行的。但是，歐洲的經驗不能照搬到東亞，因為東

亞不同於歐洲。東亞各國之間經濟、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別是建立區域共

同體的一個嚴重障礙。即便東亞國家把合作的長期目標設定在區域共同體，或者

是一個實體性的區域合作組織，那麼，實現這個目標也需要比歐洲更長的時間，

因此，東亞合作的進程只能是循序漸進的。 
 

二、東亞合作的困難和障礙 
2003 年 10 月 7 日第 9 屆東協元首高峰會議，東協 10 國領導人簽署了一份

旨在 2020 年成立類似於歐盟的「東南亞共同體」的宣言，標誌著東南亞政治、

經濟、安全、社會與文化全面合作進入歷史新階段，並朝地區一體化邁進了一大

步。 這份被稱為「巴厘第二部和諧宣言」的文件主要包括「東協安全共同體」、 
「東協經濟共同體」和「東協社會與文化共同體」三個部分。36 

                                                 
35《中共 社科院》，〈東亞合作與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的建

設〉，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4/20021108/861292.html 
36《聯合報》，2003 年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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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協經濟共同體」，文件強調實現「東協 2020 年設想」所確定的實現

經濟一體化的最終目標，並使東協成為全球供應鏈最有活力和強勁的組成部分。

根據這個宣言，從 2005 年起，東協十國的公民無需申請簽證就可以自由進入彼

此的國家旅行或公幹，到 2020 年東盟地區要成為以商品、服務與投資自由流動

和資本更為自由流通為特點的單一市場與生產基地。 
東協國家將於 2020 年成立「東南亞共同體」，可為東亞合作起帶頭示範，儘

管東亞合作一開始取得許多進展，但是，要進一步深入還存在許多困難和障礙。 
首先如何實現從「東協加三」向「東亞」機制的過渡也是一個難題。從目前

的情況看，東協對這種轉變並不熱心。東協顯然擔心轉變到「東亞」會削弱其主

導權，出現「大權旁落」。同時，即便過渡到「東亞」機制，也有一個「領導者」

的問題。中共與日本都是這個地區的大國，然而，其中任何一方起領導作用都難

以被對方接受，同時，兩國共同起領導作用的可能性也很小。事實上，日本對於

東亞地區的深層次合作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熱心，這可能是顧及到與美國的關

係，也可能是出於對中共參與和作用的擔心。37 
第二是東亞推動合作的環境和條件問題。儘管亞洲金融危機成為推動東亞合

作的一個動力，但是危機本身也為東亞推動合作造成困難。尤其是東協本身，目

前內部處於動盪和不穩的狀態。印尼國內的恐怖主義混亂還會持續，菲律賓政局

動盪，泰國仍未從嚴重的金融危機中完全擺脫出來；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低迷；韓

國由於國內政局不穩、勞工抗議嚴重失序及朝鮮半島等問題；在此情況下，東協

難以發揮積極的和主導的推動作用。同時，從未來發展的角度來看，如何處理東

亞合作與東協本身的發展也是一個令東協為難的問題。 
東亞合作進程不會是一帆風順的，期間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挫折，這需要幾代

人的奮鬥。歐洲實現統一的夢想化了半個世紀的時間，而且目前尚有許多問題與

困難需要解決，東亞實現共同體的目標可能需要更長的時間。 
 
 
 
 
 
 
 
 
 
 
 
 

                                                 
37楊津瑞，〈東亞經濟合作—進展、問題及前景〉，《東南亞研究》，5 期(2002 年)，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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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強區域安全合作 
冷戰後亞洲地區的安全合作日益活躍，東協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扮演了重要角

色。通過各種渠道、不同形式和不同層次的安全對話，在政治磋商、軍事交流、

建立各種信心措施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推動了東協國家的聯合自強，東協在地

區事務中地位和作用也因此大大提高。 
東南亞金融危機、「911 事件」及「巴里島爆炸案」恐怖事件後，局部的動

盪給地區安全帶來了巨大的壓力，促使一些東協國家再度將眼睛轉向外部，在安

全問題上尋求大國的支持。38美國乘機重回東南亞，推行以加強雙邊軍事和安全

關係為重點的地區安全戰略，重申對東南亞地區的安全責任和義務，通過貸款、

經援等方式獲取了重大戰略利益，在地區安全中的主導地位上升。目前多數東南

亞國家希望美國在該地區發揮軍事影響，把同美國的軍事關係看成是維護國家內

外安全的重要保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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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使東協在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方面又向前邁的一

大步。 
此外，由於馬來西亞總理馬哈地已於 2003 年 10 月 31 日正式宣布退休，因

此東協名義上的領袖也將付之闕如，而乏人領導的結果，可能會有損東協執行區

域安全協定的能力。 
雖然近幾年，東協尤其所主導「東協區域論壇(ARF)」在亞太區域安全合作

的努力與貢獻大家有目共睹；前面第四章已經探討過東南亞國家(尤其東協)在亞

太三大衝突熱點(朝鮮半島、台海衝突、南海主權爭議)議題上，除了南中國海問

題事關緊要，與中共簽署「南海區域行為準則」解決彼此之間衝突外，其他不是

噤聲不語就是呼籲促進對話，既沒辦法幫助這些重要安全的「熱點」地區形成安

全的共識，也沒辦法採取具體的措施。如此，對其成效及未來加強區域安全合作

發展，實有必要再作深入研究。 
 
壹、東南亞國家區域安全挑戰及潛在威脅 

一、區域安全挑戰 
東協早已需要一個安全合作結構來因應區域內的海上打劫、走私和恐怖主義

等問題，事實上，該組織一九九四年設立東協區域論壇的目的，就是以此作為整

個區域的第一個安全問題論壇。41然而論壇本身並無法在正式的基礎上推動區域

安全合作。 

                                                 
38《政大國關中心》，〈美國的亞太戰略情勢〉，http://iir.nccu.edu.tw/2002report/ustoasia.htm  
39《中共人民》，〈周邊安全環境的變化及對我國的影響〉，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18/20001214/348930.html 
40《中共經濟資訊聯播》，〈中國與東盟正式建立戰略夥伴關係〉， http://finance.tom.com 
41《ASEAN》，〈ASEAN Regional Forum〉，http://www.aseansec.org/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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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911 恐怖攻擊、巴里島爆炸事件和在全球打擊回教好戰團體的行動，使

東協面臨到外來壓力和新的迫切性，必須建立某種集體安全結構。以印尼和馬來

西亞為首的各會員國擔心，如果東協無法有效處置境內各好戰團體，那麼美國就

會介入當地而致侵犯各國主權。 
 

二、政治性潛在威脅 
領土主權爭議與領海重疊問題，仍為政治性潛在威脅的主因，東協各國間的

領土爭議由泰國和緬甸邊界問題、南沙群島問題到波羅洲東北部的沙巴問題不一

而足，安全社區的形成自然須包括邊界聯合巡邏等跨界合作在內，但當各國對鄰

國的意圖心存戒慎時，這樣的合作即難以落實。此外，東協的指導人物馬哈地已

在十月底退休，東協領導地位將成各方角逐標的。42 
泰國總理戴克辛一直力求成為該組織的非正式領導人，但他的地位並不穩

固，而其領導也可能會遭受挑戰。43同時東協各國易於受到外在影響而致放棄共

識，比如菲律賓和新加坡就可能會在該組織內部傳達美國的意見，至於接受中共

政治和財務支援的緬甸和柬埔寨，則可能會依中共指示而行事。 
 

三、經濟性潛在威脅 
東協內部經濟發展程度不一，有些國家又尚未脫離金融危機陰影，加上巴里

島爆炸事件和從去年開始的阿布薩耶夫組織攻擊事件，都會使其觀光業跌入谷

底，東南亞國家擔心經濟只會越來越惡化。44而且東協成員發展差異越來越大，

為了本國利益像新加坡、馬來西亞、泰國獨自與區域外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易區

的現象，將降低或擊破東協自由貿易區的優勢。雖然東協成員對於與區域外國家

簽署雙邊自由貿易區存有排斥，但是新加坡和馬國卻表示不願原地踏步來等這些

不肯加快腳步跟上的人，這對東協區域和諧和團結不利。45 
 

四、軍事性潛在威脅 
對內軍事潛在威脅，東南亞國家在進行軍備安全的討論時，重點仍在影響區

域安全之核心國家的發展，也就是印尼、馬來西亞、新加坡、泰國、與越南等國，

因為這些國家的立場與政策，會影響區域的權力分配情況與善意互動程度，參與

區域安全問題的意顧亦比較高。緬甸、寮國、柬埔寨等國，大多仍受困於國家認

同及中央政府權威與合法性的國家建立問題，該國的軍事力量主要是針對內部的

                                                 
42《ASEAN》，〈ASEAN Regional Forum〉，http://www.aseansec.org/92.htm 
43《中央日報》，〈東協區域安全合作臨考驗〉，

http://www.cdn.com.tw/daily/2003/10/10/text/921010h6.htm 
44顧長永，〈2002 下半年美國的東南亞及中國大陸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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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 10 月 18 日。 
45宋鎮照，〈第一季東南亞各國政經情勢和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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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年 4 月 17 日 



 162

軍事鎮壓，對整體區域安全的走向，影響有限。至於汶萊，在這個問題上能施展

的影響力更是微不足道。46 
對外軍事潛在威脅，東協國家認為美軍撤退在東南亞駐軍與基地後，印度、

日本與中共將會競爭美國所留下的權力真空。印度、日本及中共三者的互動，可

能會形成強權對外發展的衝突，身處世界貿易與航運樞紐的東南亞地區，不免又

成為強權的競技場，將會對東南亞國家的安全環境形成負面的影響。中共、日本

及印度這三個亞洲強權都可能會是下一波結構成形過程中，挑戰現存體系，或是

引發區域安全不穩定的國家。47 
 

五、其他潛在威脅 
除了經濟與政治等面向之外，東南亞地區在環境生態、打擊毒品、公共衛生

等方面亦遭逢較 1990 年代更為嚴峻的形勢。這些都可算做非傳統性的安全威

脅。由 1997 年印尼霾害所引發的跨國公害防治問題，到現在還未見顯著成效。 
東南亞區域內相關各國簽署了許多協定，以多邊合作的方式來打擊毒梟，可

是傳統的鴉片、大麻、海洛英與新的以安非他命(amphetamine)類的搖頭丸及冰毒

等新型毒品的氾濫，證明了各國政府緝毒的努力還必須再加強。困擾東南亞國家

多年的愛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以及新近流行的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則讓東南亞衛生管

制的困難度提高許多，如果在短期之內再不能有效防治，東南亞的區域彈性或活

力(regional resilience)將受到更多的限制。48 
 
貳、東協與各國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機制與成效 
地緣政治之故，東南亞必須看中共的臉色，尤其是東南亞國家也覬覦中國大

陸的廣大市場，不過中共的軍事壯大，以及欲爭取東南亞的區域霸權，使東南亞

國家積極拉攏美、日、歐盟，此舉不僅為了經貿利益，更大的目的是區域安全，

來制衡中共。 
此外，因印度積極推展「東望政策」，希望與東南亞各國建立友好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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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南亞市場俾在區域優勢。東協希望將「東協加三」變成「東協加四」，納入印

度。49 
東協國家對多邊合作的願望增強。911 事件為美國重新活躍東協區域論壇和

再造地區安全框架提供機會。東協抓住美國利用東協區域論壇進行反恐的時機，

                                                 
46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 月)，頁 158。 
47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北：生智，1999 年 10 月)，頁 159。 
48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亞太綜合安全

次區域情勢: 新舊安全下的東南亞─化危機為轉機?」》(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237。 
49張亞中〈台灣對東南亞局勢之因應作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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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年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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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美對東協區域論壇若即若離的態度，透過加強與美在反恐行動中的各項合

作，擴大東協區域論壇在協調地區安全事務中的作用和範圍，藉此重新提升東協

在東協區域論壇中被削弱的主導地位。50 
 

一、美國勢力重反東南亞與東協構建制約性多邊安全組織 
2001 年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的戰略重點一度內移，加強本土防務，防範

恐怖主義攻擊，但不少智庫、學者、官員積極主張，美國應將軍力重心由歐洲轉

向亞洲，把部分戰略關注和戰略能力東移，增強美國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海

空力量，因為此一地區關係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與安全利益，美國必須扮演參與

者、平衡者的角色，以確保自己是受惠者。 
2002 年初，美國軍方提出「戰區安全合作」(Theater Security Cooperation )

的概念，51東南亞在美國亞太戰略上的角色： 
以東南亞為軍事基地：美國近來在東南亞積極建立或尋找軍事基地，同時美

國海軍積極地和馬、菲、汶、印、泰等國進行軍事合作，從而逐步完善美國海軍

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體系。對美國來說，東協國家才是其在亞太區域的真正戰

略伙伴關係，而東南亞國家唯有透過美國勢力引入，才可確保區域安全。 
以東南亞來制衡和圍堵中共勢力擴張：東南亞與美國關係近來日漸密切，讓

美國勢力再度進入東南亞，無非是想藉由美國勢力來牽制中共，以及獲得美國的

經貿援助。美國拉攏東南亞，希望能鞏固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經利益。透過反恐主

義的現實外交，一來增強美國與東南亞的軍事合作；二來達到打擊恐怖組織的目

的；三來制衡與圍堵中共勢力的南向擴張。 
以東南亞為前進南亞和中亞的跳板：東南亞對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允許美國

長期駐軍中亞。由於中亞地區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戰略地位重要。52因此，要

讓美國發揮其影響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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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反恐來掌控東南亞局勢的優勢主導權：反恐戰爭讓美國勢力再度進入東南

亞，東南亞國家也能成為反恐主義的受益者。例如，馬來西亞利用反恐提升國際

地位；菲律賓、泰國和新加坡也藉由反恐可以鞏固國內穩定，並且加強雙邊的聯

合軍事演習，並與美國建立友善關係；印尼政府的口頭反恐，立即獲得了美國 5
億美元的經濟援助，而印尼的武裝部隊因為制壓激進回教反美份子，也受到美國

官方軍事支持。 

                                                 
50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亞太安全發展：

『美國主導』與『東亞整合』互動」》(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7。 
51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亞太安全發展：

『美國主導』與『東亞整合』互動」》(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1。 
52宋鎮照宋鎮照，〈美國的亞太政策目標〉，2002 下半年美國的東南亞及中國大陸政策座談會，遠

景基金會主辦，2002 年年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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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加強與東南亞經貿關係：美國是東協最大的貿易伙伴國，所以美國希望

與東協建立自由貿易區，來促進雙邊的經貿關係。 
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似乎因為反恐行動而走得愈來愈近,兩者其實都出

於各自的利益考慮。美國向東南亞國家尋求的還是道義上的支持。美國積極推動

東協區域論壇向制約性多邊安全組織發展。東協區域論壇為美國提供構建東南亞

軍事反恐聯盟的既存平臺，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對東協區域論壇的態度轉

趨積極。在 2002 年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上，美國積極斡旋新加坡、印尼、菲律

賓等國，提出今後東協區域論壇應由東協和非東協國家共同主持的建議，以及推

動在亞太地區建立預警系統進而升格為「區域減少危機中心」的計畫。53 
美國與東協簽署的「合作打恐聲明」 (ASEAN-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int 

Declaration for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 ，美國提議在馬來

西亞設立反恐中心，以及與東協達成的召開「美國─東協高峰會」意向等，使東

協與美國「以一種更密切的關係」團結在一起，將東南亞地區的反恐行動事實上

納入到由美國主導的框架之中。東協與美國的反恐合作有可能被美國用作向東南

亞國家進一步推銷其安全主張的新平臺，為建立自美國主導的地區軍事安全機制

服務。54 
 

二、中共與東協簽署友好及戰略夥伴條約的意義及區域安全合作理念 
東協與中共的不同處，在於中共嘗試透過雙邊安全機制與東南亞重要國家進

行談判，東南亞國家則希望透過多邊操作與對話構建東南亞安全。但最近幾年

來，中共擔心被排擠出多邊區域安全合作機制外，不能參與或主導亞太區域安全

議題，並有助中國威脅論的向上發酵，引起周邊各國的軍事擴張，讓美國有機會

繼續介入東亞事務，主導亞太安全，限制中共綜合國力的成長。 
所以中共近期採取多層次、多管道、多面向的外交策略，積極參與亞太多邊

安全合作機制的運作，並於 2002 年 8 月 1 日，中共在東協區域論壇上提交文件，

闡述中共的全球安全觀念，並呼籲亞洲國家屏棄前嫌，共同防禦全球範圍內的威

脅。中共新發表的安全立場文件，敦促亞洲國家放棄舊有的單邊思維方式，進一

步加強合作，實現和平與團結。北京重申多年所倡導的觀點，認為解決全球衝突

的最佳方法是透過多邊會談。中共不喜歡單極世界的概念，不喜歡華盛頓政府表

現出的傾向於採取單邊主義行動的跡象。中共在力爭形成一個不受美國主宰的全

球外交觀念。55 
因此 2003 年 10 月 8 日，中共總理溫家寶在印尼巴里島舉行的「東協加一(中

共)」高峰會議上，正式簽署了「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簽署該條約的第一

                                                 
53《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54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亞太安全發展：

『美國主導』與『東亞整合』互動」》(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1。 
55陳佩修〈近期影響東南亞各國安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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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年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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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非東協國家(印度隨後亦簽署)，共同為和平解決東南亞地區的歧見與糾紛而努

力。56該條約的宗旨是促進該地區各國人民間的永久和平、友好和合作，以加強

他們的實力、團結和密切關係。還同東協十國領導人簽署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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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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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此舉證明中共與東協的關係再突破，有利東協推行區域安全合作；具

有下列政治、經濟與戰略三重層面的意義： 
 

(一)政治意義： 
中共因為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歸屬問題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包括越南和菲律

賓之間存在領海糾紛。去年(2002 年)，中共同東協一道就最敏感的南沙群島問題

簽署了「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以及「中共－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領域合作聯合宣

言」，基本上已經擱置這些爭議。58 
中共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希望借此促進中共和東南亞在政治上的瞭

解和互信，同時向東協以及全世界說明，中共除了願意在經濟上融入區域以外，

在政治上也願意和鄰國維持和平與穩定。 
從中共的角度看，維持區域穩定及維護和平、和諧的對外部環境是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的前提，因而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是貫徹「與鄰為善以鄰為伴」

外交方針的切實步驟。而且中共已成為「東協加三」、亞洲合作對話（ACD）等

地區合作機制的重要推動力量。 
 

(二)經濟意義： 
東協這個最初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正在逐步成為一個政治和安全防務合作

的區域組織。人們寄希望於剛剛簽訂的「東協與中共友好合作協議」能夠在幫助

東協各國走出困境、振興經濟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浪潮的衝擊下，東協國家逐步認識到啟動新的合作層次、構築

全方位合作關係的重要性，並決定開展「外向型」經濟合作。2001 年 11 月 4 日，

在汶萊舉行的第 5 屆「東協加一(中共)」高峰會議上，雙方領導人達成共識，簽

訂「東協與中共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59一致同意在 10 年內建立「東協－中

共自由貿易區」，將中共與東協國家經濟合作推向具劃時代的高度。 
東協秘書長王景榮 2003 年 10 月 6 日告訴法新社，東協國家與中共已經達成

一個特別消除關稅的計畫，以啟動成立全球最大的自由貿易區。東協國家今後將

                                                 
56《中共經濟資訊聯播》，〈中國與東盟正式建立戰略夥伴關係〉， http://finance.tom.com 
57《聯合報》，2003 年 10 月 8 日。 
58《聯合報》，2003 年 10 月 8 日。 
59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亞太經濟情勢：

經濟整合與安全」》(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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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更強調多邊合作的趨勢，以促進經濟整合，同時化解經濟安全的顧慮，這樣的

趨勢，將有助於東亞整體的經濟發展，最後以經濟啟動區域安全合作機制。60 
 

(三)戰略意義： 
此次東協峰會期間，簽署了建立「東協經濟共同體」、 「東協安全共同體」

和「東協社會和文化共同體」等重要文件，作為在 2020 年前建立「東南亞共同

體」的三大支柱；61第三次修訂「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使其成為向非東協國

家開放的區域性組織。種種舉措的目的是要在新的發展時期把東協建設成為一個

經濟、安全和社會文化全面合作的共同體，除了外交政策和國防安全外，逐步歸

於一體化，類似于歐盟早期的經濟共同體。東協近年勇於扮演亞洲一體化先行者

的角色，試圖通過東協的小軸心推動「東協加三」大軸心，來實現東亞一體化。 
 

三、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創建新的安全合作關係機制 
作為東亞二強的日本與中共深知東協未來發展潛力看好與戰略地位重要，因

此雙方對於東協的爭取極富競爭意義。日本除了與東協全面經濟伙伴關係的開展

之外，已主動要求於今年的「東協加一（日本）」元首高峰會後，與東協簽立日

本—東協憲章，但東協的意向不得而知。62 
2002 年以來，日本尋找為多邊安全體系作貢獻的具體策略。近年來，日本

受經濟持續不景氣所累，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影響力均受損害。為了平衡中

共在地區經濟和安全事務中日益上升的影響，保持日本在亞太事務中的強權地

位，日本在密切與東協國家經濟聯繫的同時，也開始在漸趨升溫的多邊安全合作

上搶佔先機。 
2002 年初，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往菲律賓、馬來西亞、泰國、印尼和新

加坡五個主要東協成員國進行國事訪問。東京似乎發現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

內，日本疏遠與家門口的東南亞各國的聯繫。總體而言，自小泉上任後，一直忽

視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因為日本高層關心的是國內的經濟改革問題和國際的反

恐行動。日本一直認為東南亞經濟的發展全靠日本，日本主導東南亞的經濟發

展，日本公司大量的投資創造亞洲數小龍。 
中共與東協自由貿易區的協定並末將日本包括進去，日本感到被冷落，對其

壓力很大。63積極擬定一項與東協的自由貿易與經濟合作協定的時間表和建議

書。小泉對新加坡的訪問期間也簽署兩國的「日─新自由貿易協定」 
(Japan-Singapore Economic Agreement for a New Age Partnership, JSEPA)。 

                                                 
60《中共經濟資訊聯播》，〈中國與東盟正式建立戰略夥伴關係〉， http://finance.tom.com 
61《聯合報》，2003 年 10 月 8 日。 
62《聯合報》，2003 年 10 月 8 日。 
63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亞太安全發展：

『美國主導』與『東亞整合』互動」》(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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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 12 月 11 日，由日本主辦在東京召開的東協領袖特別高峰會，這項

會議，主要是有感於中共在亞太地域的持續壯大，日本必須藉由強化和東協各國

的友好關係，確保亞太地區的發言和主導權。此次高峰會，探討的主要議題，包

括政治範疇的安全保障以、經濟層面的合作強化等及日益猖獗的海盜事件和恐怖

行動。除了 12 日發表的共同聲明「東京宣言」，此外，日本繼中共與印度外成為

第三個非東南亞國家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進一步強化雙方的互動。64 
除了東協國家之外，小泉純一郎也表示希望中共、南韓等其他國家能一起發

展全面的經濟伙伴關係，並在區域安全、教育、人力資源、旅遊等方面加強合作

關係。 
在地區合作問題上，小泉表示他希望與東南亞國家創建新的安全合作關係，

一種他所形容的團結社區關係。他希望將位於大洋洲的澳洲和紐西蘭也包括在地

區合作範圍之內，但是也許難以推行，因為東協中馬來西亞等成員對坎培拉以西

方國家代言人的身份加入東協倡導的任何組織都不會贊同。 
中共十分樂意見到、促進日本和東協國家的交往。日本內心非常理解中共的

策略，日本提出與東南亞十國建立廣泛的協作關係，故意提出一定要加上澳大利

亞和紐西蘭，目的就是突破中共已經設計出來的「東亞共同體」框架，因為澳洲

和紐西蘭也是美國的同盟國，如此就等於把美國也拉進來。 
對於既要資金又要市場的東南亞國家而言，企圖「魚與熊掌」兼而得之。而

就政治與安全角度而言，中共強大的未來和日本過去的野心，又使該等國家懷有

不同程度的戒心，力求在兩者之間保持平衡。現在日本主張成員應該涵蓋美國、

澳洲和紐西蘭以壯聲勢，中共則強調以東協十國加上中共、日、南韓的「東協加

三」為主。從常理推斷，無論是「北京版」或「東京版」的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機

制，東協都可以從中獲利甚至掌握議題主導權。 
 

四、印度與東協親密接觸共為區域安全合作注入新動力 
伴隨印度、泰國 2003 年 10 月 9 日簽署雙邊自由貿易區協定，印度與泰國、

印度與東協的關係勢將更加親密。泰國總理塔信談到印泰自由貿易區協定的簽署

時即表示，這將有助於增進泰國與南亞之間的貿易和投資，並惠及東協和南亞地

區內的其他國家。65 
可以預見，印度與東協首個國家自由貿易區協定的啟動，將開闢印度進軍東

協的門戶。從目前雙方的談判進展來看，兩國八十多種產品，可能在兩年內先行

實現零關稅貿易。而自由貿易區協定的全面運作則可能要等到 2010 年前，現兩

國仍待具體磋商自由貿易區建設的時間框架。66 

                                                 
64《奇摩新聞(中央社)》，〈日本和東協十國領袖特別高峰會下午東京開鑼〉，

http://tw.news.yahoo.com/2003/12/11/international/cna/4418182.html 
65《中共仙桃投資》，〈印度與東盟親密接觸〉，

http://www.xttzw.com/article/shownews.asp?newsid=3035 
66《ASEAN》，〈Press Release The 5th ASEAN - India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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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第九屆東協元首高峰會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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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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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應注意到，印度除繼續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與經貿關係外，也在

嘗試與東協國家進行安全領域的合作，今年(2003 年)4 月印度與越南簽署的 14
項合作協定，大部分內容都是安全合作方面的。已經顯示了這種趨勢。 

印度親密接觸東協，合作不斷走向深化，已跳出經貿領域。它與泰國、緬甸、

寮國等東協地緣邊境國家開展的肅毒合作，就是一種區域安全合作表現。在此次

2003 年東協元首高峰會上與東協簽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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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首次舉行東協和印度元首高峰會晤，印度也成為東協合作條約的簽約

國，東協進而倡導「新東方」概念，重新思考亞洲一體化版圖，將原來的大國平

衡外交深化到確立地區一體化先導的內涵。  
 
叁、東協在東亞衝突熱點應扮演更積極角色 
對東協國家而言，隨著亞太反恐戰爭展開，加之朝鮮半島危機、台海兩岸局

勢等問題未見緩和，亞太地區安全不確定性繼續增加。同時，東協區域論壇的作

用卻日益被弱化。為了穩定地區形勢、平衡區內各大力量，愈來愈多的東協國家

感到需要一個更有效力的合作機制，要求東協區域論壇加速由建立信心措施階段

向預防外交階段過渡，有的國家甚至主張將東協轉型為一個安全集團，67其方

式，發展經濟是東亞各國的首要任務，東協加三應繼續以經濟合作為重點。 
東協繼續支持同中共、日本和南韓簽署雙邊貿易協議，並將繼續與其他國家

進行商談。當前，恐怖主義等跨國犯罪日益成為本地區各國面臨的現實問題。隨

著經濟合作不斷深入，東協加三應逐步啟動政治和安全領域的合作，召開東協加

三打擊跨國犯罪部長會議，關於非傳統安全領域合作發表共同宣言，以共同應對

面臨的新挑戰。合作範圍可包括打擊恐怖活動、毒品犯罪、非法移民、跨國刑事

犯罪、金融經濟犯罪、電腦犯罪和邪教組織的犯罪等方面。 
東亞三大衝突熱點，除了南中國海問題暫時因「南海區域行為準則」得到控

制外，但是朝鮮半島危機、台海兩岸局勢等問題未見緩和，東協當務之急應將北

韓拉回東協區域論壇談判桌及邀請台灣加入，讓東協區域論壇確實發揮亞太多邊

安全合作機制角色。東協加三合作應逐漸由政府主導階段，擴展到政府和民間共

                                                                                                                                            
http://www.aseansec.org/14796.htm 
67《ASEAN》，〈ASEAN Regional Forum Concept and Principles of Preventive Diplomacy〉，
http:/www.aseansec.org/3571.htm 



 169

同參與、相互促進的階段。並積極拓展東協加五(中共、日本、南韓、台灣及北

韓)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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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擴大反恐合作發展 
儘管國際反恐努力取得了重大成果，然而國際恐怖主義集團並沒有被徹底消

滅。雖然盤踞在阿富汗的奧薩馬賓拉登(Osama bin Laden )「基地」(al-Qaida)組織

遭受打擊。然而，恐怖活動並未得到完全遏制，68其殘餘分子化整為零，分散到

許多國家，伺機採取新的行動；車臣恐怖分子最近在俄羅斯不斷製造爆炸事件，

還多次用導彈擊落直升機；「東突」恐怖分子在吉爾吉斯殺害中共外交官和商人，

還試圖攻擊美國使館。 
其他恐怖組織也在各國頻頻製造事端，與他們遙相呼應。2002 年下半年發

生的印尼巴里島大爆炸，69莫斯科千名人質被綁架，以色列人經營的酒店和以色

列民航機在肯尼亞遭襲擊等震驚世界的事件，以及今年(2003 年)3 月伊拉克戰爭

爆發以來在伊拉克，摩洛哥，沙烏地阿拉伯，俄羅斯，印尼，菲律賓，印度，巴

基斯坦等地發生的一系列爆炸事件都說明了這一點。70 
特別令人擔憂的是，東南亞地區近來已成為恐怖主義頻發的高危險地帶。美

國政府明確宣佈，菲律賓、馬來西亞和印尼的一些回教恐怖主義組織與奧薩馬賓

拉登(Osama bin Laden )有密切的關係，也是美國進行打擊的對象，並視東南亞為

其全球反恐的第二戰場。71一些與「基地」組織有密切聯繫的恐怖主義組織如回

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ah)、大馬聖戰組織(kumpu|an Militan Malaysia, KMM)、阿

布薩耶夫組織(The Abu Sayyaf)等在東南亞各地策劃了一系列恐怖攻擊行動。 
美國反恐戰爭，已經引起了東南亞地區局勢的變化，今後可能還會發生更多

的變化。東南亞雖然不是美國反國際恐怖主義的第一線，但是，作為世界上回教

徒最多的地區，隨即出現了不同的反應。它使這各地區本來就存在的政治與宗教

的矛盾變得更尖銳對立起來，兩者的關係變得更加撲朔迷離。 
 
 
 
 
 
 
 
 
 

                                                 
68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恐怖主義對安

全的威脅：持續的恐怖攻擊與反恐合作」》(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07。 
69《中共資訊時報》，〈印尼恐怖大爆炸目擊：現場變成一個屠殺場〉， 

http://news.sohu.com/51/89/news203658951.shtml 
70《New York Times》，2002年11月30日。 
71謝福進，《東亞政經情勢-區域反恐與經濟競合》（台北：遠景，2003 年 1 月），頁 7。 



 171

壹、東南亞回教激進組織及特性 
一、東南亞回教激進組織及其活動概況如 5─4 表： 

 
表 5─4：東南亞回教激進組織及其活動概況 

名     稱 活   動   概   況

「回教祈禱團」(Jemaah 
lslamiah) 

以建立跨越馬來西亞、菲律賓與印尼的回教聯
邦為目標，與奧薩馬賓拉登建立非常直接的聯
繫關係，係「凱達」組織在東南亞主要的活動
網絡。在新力坡、馬來西亞、菲律賓均有據點，
相信總部係涉在印尼，精神領袖為巴希爾(Abu 
Bakar Bashir) ，該組織被指控為巴里島爆炸案
之主謀。 

慕查希丁區域聯盟
(Rabitatul Mujahideen) 

係「回教祈禱團」應「凱達」的要求而成立，
目的是在促進東南亞的「慕查希丁」組織與南
亞、中東的「慕查希丁」組織之間的聯繫。 

菲律賓摩洛回教解放陣線
(Molo Islamic Liberlization 
Front, MILF) 

「回教祈禱團」多數成員係在「摩洛回教解放
陣線」營地進行訓練，而「回教祈禱團」爆破
專家高茲(Al-Ghoei)為該陣線製造炸藥，充當其
進行爆破之指導員。 

菲律賓阿布沙耶夫(The Abu 
Sayyaf) 

于 1990 年代初期開始活動，可謂是目前菲南最
為活躍的恐怖主義組織，企圖將回教聖戰輸往
印尼輿馬來西亞，此舉已超越希望建立亞洲最
大回教國家之企圖；與凱達組織關係極為密切。

菲律賓土著人民聯邦軍
(lndigenous people's Federal 
Army ) 

要求建立獨立的回教國家，曾相繼於 2002 年 3
月與 4 月恫言在馬尼拉進行炸彈攻擊事件 

馬來西亞聖戰軍組織
(kumpu|an Militan Malaysia, 
KMM) 

目標係在東南亞建立回教國，相信該組織接受
奧薩馬賓拉登的資助與訓練，雙方存在聯繫關
係，已有 62 名分子被馬國以內安法逮捕。 

印尼回教捍衛者陣線(Front 
Pembe1a lslam) 

宣布在雅加達成立「聖戰理事會」，進行募款
與召募回教徒復巴勒斯坦展開回教聖戰，對抗
以色列軍隊。 

印尼姆查希汀理事會
(lndonesian Mujahideen 
Council) 

巴希爾(Abu Bakar Bashir)及其得力漢巴尼
(Hambali)所領導。 

印尼聖戰軍(Laskar Jihad) 
據悉與印尼退休將領有關。曾派員赴馬魯股地
區對基督徒發動聖戰。 

資料來源：謝福進，《東亞政經情勢-區域反恐與經濟競合》（台北：遠景，

2003 年 1 月），頁 15。 

 

 

 

 

 



 172

二、「回教祈禱團」背景簡介 
回教祈禱團是東南亞影響最大的跨國極端組織，是由印尼人巴希爾在馬來西

亞創立的。72回教祈禱團計畫以武力方式在印尼、馬來西亞、新加坡、汶萊四國

以及泰、菲兩國南部建立一個統一的神權國家。 
回教祈禱團與「基地」組織有聯繫。負責聯繫的關鍵人物，為印尼人漢巴尼

及科威特人法魯克。 
漢巴尼曾是印尼一宗教學校的學生， 80 年代中期，因蘇哈托鎮壓極端分子

而逃往馬來西亞，1987 年赴阿富汗參加抗蘇戰爭，1990 年回馬傳教，後結識巴

希爾並獲重用，成為回教祈禱團的行動負責人。「911 事件」後，由於受美、馬、

新、菲等國通緝，他一度潛伏于印尼，後赴阿參戰，據說目前藏匿於孟加拉。73 
法魯克 90 年代初赴阿受訓，與賓拉登的高級助手阿布·祖巴亞達關係密切，

1995 年潛入菲律賓參加「摩洛回教解放陣線」，90 年代末潛入印尼首都雅加達郊

區，娶當地一個「慕查希丁理事會」積極分子的女兒為妻。2002 年 6 月 5 日，

印尼警方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在雅加達附近一座清真寺內將其抓獲，8 日移交

給美軍設在阿富汗巴格拉姆的反恐情報機構。據美國「時代週刊」2002 年 9 月

23 日報導，法魯克受酷刑折磨(單獨囚禁、不許睡覺)後供出一些重要情報，包括

回教祈禱團與「基地」的聯繫。 
 

三、東南亞回教激進組織的特性 
在東南亞方面，東南亞的回教激進運動起源於 1980 年代，隨著「911 事件」

後東南亞反恐所破獲的回教激進團體及所緝捕的激進分子，凸顯 1990 年代後，

東南亞回教激進運動已產生若干不同的發展。其組織特性大略區分為：74 
東南亞回教激進運動在思想上主要是受到伊朗革命的影響，以建立本國的回

教國為主，1990 年代後，由於凱達組織在東南亞建立活動網絡，特別是目前已

曝光的「回教祈禱團」組織，顯示部分回教激進團體以企圖建立跨越馬來西亞、

菲律賓與印尼的回教聯邦。 
東南亞回教激進運動主要以接受中東國家資金援助為主，而不是軍事訓練。

「911 事件」後，凸顯東南亞回教激進分子大都在阿富汗或巴基斯坦接受訓練。

東南亞回教激進運動缺乏單一國際回教激進組織的領導，而「911 事件」後發現

凱達組織成為號令多數東南亞回教激進團體的指揮。東南亞回教激進運動，主要

是受到伊朗革命的影響；「911 事件」後的區域回教激進運動則受到阿富汗塔利

政權的影響。 
 
 

                                                 
72溫北炎，〈印尼回教主流派與極端派初探〉，《東南亞研究》，4 期 (2002 年)，頁 27-31。 
73溫北炎，〈印尼回教主流派與極端派初探〉，《東南亞研究》，4 期 (2002 年)，頁 27-31。 
74《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173

貳、東南亞反恐發展 
由於東南亞不僅具有全球最大的回教國家，多年來，東南亞地區，重點是印

尼、菲律賓和馬來西亞等國一直存在恐怖主義的暴力活動，但並未引起足夠的重

視和警覺。2002 年在印尼巴里島與菲律賓三寶顏市發生一連串的爆炸事件後，

才真正引起了東南亞地區各國當局的震驚。 
印尼、菲律賓、馬來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紛紛強化反恐措施，其中由

印尼、澳洲、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和國際刑警組織等 100 多位安全方面的專

家組成的聯合調查小組，經過初步調查已經基本確定，秘密活動在馬來西亞、新

加坡和印尼等幾個國家中的所謂「回教祈禱團」，是造成該地區不穩定的一個重

要的禍根。75 
「回教祈禱團」恐怖網如前所述遍及多個國家的事實，使多數東南亞國家認

識到建立有效的地區反恐機制的必要性。東協在柬埔寨舉行第八屆高峰會議，通

過「反恐宣言」( Declaration on Terrorism ) ，譴責在印尼巴里島與菲律賓的恐怖

攻擊事件，矢言加強合作，打擊區域恐怖主義。76東協區域論壇制訂了廣泛的反

恐議程，此舉是地區反恐努力的良好展示。東南亞國家配合美國持續進行反恐合

作，其具體表現有下列幾個方面： 
第一，反恐決心 
自從美國發生 911 恐怖襲擊以來，東南亞國家召開一系列對付恐佈威脅的會

議，2002 年 4 月，東南亞各國彙聚曼谷討論反恐怖主義行動方案及加強合作。

泰國外交部長沙提拉泰(Suraldatsathianthai)表示，與會成員討論如何進一步加強

反恐合作。他駁斥有人認為東南亞國家在對付恐怖主義威脅方面一直比較鬆懈的

說法。他表示東南亞在這方面一點不敢馬虎，我們對付恐怖主義的決心是堅定

的。77 
 
第二，司法改革 
2001 年以來，東南亞國家加強司法改革、防止恐怖集團在本地區蔓延的問

題上，一直在採取相關步驟，以使國家之間步調更趨一致，合作範圍更加廣泛。

2001 年 5 月，泰國同意支持馬來西亞、菲律賓和印尼簽署一項反恐條約，以加

強邊界管制，並且使有關各國能夠分享航空乘客的名單，同時進行深入的司法改

革。事實上，東南亞一直存在要求警察和法院體系進行改革與合作的各種壓力，

壓力的重點是一系列越境犯罪活動，諸如毒品走私、洗錢、軍火貿易、海盜、網

上犯罪以及偷渡等。78 

                                                 
75《中共新華》，〈布希譴責印尼巴厘島爆炸事件，並許諾美將協助調查〉， 
http://news.sohu.com/33/84/news203658433.shtml 
76《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77《美國之音》，〈東南亞各國彙聚曼谷討論反恐〉，

http://www.voa.gov/chinese/archive/worldfocus/apr2002/fri/04190208asiaterrorismgbtxt.htm  
78《美國之音》，〈東南亞國家加強司法合作一致反恐〉，

http://www.voa.gov/chinese/archive/worldfocus/jul2002/mon/0701022asiaterrorlawgbt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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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印尼在修改法律和打擊恐佈主義問題上行動緩慢，然而卻在該方向持續

努力。不過，印尼司法和人權部部長馬亨德拉(Yusrillhza Mahendra)則敦促有關各

國政府在制訂反恐佈法以及相關法規方面要謹慎從事。他所指的是該等不尊重人

權和法治的相關法規。 
 
第三，情報交流 
2002 年 5 月 7 日，馬來西亞、印尼和菲律賓經過 4 個月的會談之後，在馬

來西亞政府行政首都普特拉賈亞(Putrajaya)簽署一項打擊地區恐佈主義的協定。

三個鄰國在協定中制訂共用情報的條文，加強對內對外反恐情報的交流與共用，

並為此迅速建立起自身的金融情報機構，及時就有關國家的反恐需求提供技術幫

助。79 
第四，凍結財源 
東南亞著手切斷恐怖組織財源，於 2002 年 7 月 31 日，在汶萊首都斯里巴加

灣市舉行的第 9 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以主席宣佈的方式發表「東協區域論

壇關於切斷恐怖分子資金供給措施的聲明」 (ARF Statement on Measures Against 
Terrorist Financing )。80聲明表示，打擊恐怖主義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責任。 

為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東協區域論壇各成員決心採取共同行動，切斷恐

佈主義的資金供給渠道，防止恐怖分子及其組織進入或利用論壇成員國的財政金

融體系，同時遏止不規範的銀行網路從事任何非法活動。聲明承諾，東協區域論

壇成員將積極支援聯合國打擊恐佈主義委員會的各項行動，並主動就各自切斷恐

佈(組織)資金供給方面的工作實效進行自我監察和評估。 
為實現該目標，聲明還提出採取的數項具體措施，其中包括立即凍結恐怖分

子的資產，推動有關反洗錢和確立金融監管等方面的國際標準，防止正常金融體

系受到恐佈主義侵犯。印尼外長維拉尤達(Hassan Wirajuda)表示，打擊恐佈主義

的關鍵是截斷財源。81在這場艱巨但是必要的努力中，我們能夠為全球反恐鬥爭

做出貢獻，為建立一個更加和平安全的世界做出貢獻。 
 
第五，跨國合作 
2003 年 1 月 25 日，在印尼召開的東協國家警察研討會上，東南亞國家加強

合作跨國打恐，各成員國宣佈彼此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措施，其中包括在發生恐

怖攻擊之後，相互提供在鑒定、追蹤與拘捕疑犯、盤問證人、搜集和獲取證據、

評估和處理善後工作以及提供法醫服務方面的協助。 

                                                 
79《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80《ASEAN》，〈9th ASEAN Regional Forum〉， http://www.aseansec.org/3548.htm 
81《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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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來西亞警方表示，他們同意與印尼建立一支特別警隊，追捕與基地恐怖主

義組織有聯繫的回教祈禱團的成員。印尼和馬來西亞建立的特警部隊只是東南亞

國家聯合反恐的第一階段。 
東協已於 2003 年 6 月在河內召開的有關跨國犯罪問題會議上正式組建一支

跨國反恐特別工作小組。這支部隊已在 2003 年 7 月開始全面運作。新加坡和馬

來西亞一類國家則視恐怖主義為一種與跨國有關的地方性問題。泰國也將自己的

種種反恐努力與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協調一致，確實履行聯合國有關打擊恐怖主義

和跨國犯罪的決議，加強與有關國際和地區組織的磋商與合作。 
第六，軍事聯合 
東南亞各國計畫展開反恐聯合演習，同時美國則計畫通過軍事、情報和經濟

上的援助，幫助這個地區剷除恐怖威脅。東南亞各國希望通過進一步加強本地區

國與國、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合作，共同打擊與奧薩馬賓拉登有牽連的恐怖主義組

織。82據菲律賓軍方將領透露，東協國家的軍隊將領將會再度會面，完成一個假

像恐怖襲擊和反攻擊聯合行動的策劃，從而加強跨國軍事合作與戰略計畫。以下

進一步分析東南亞主要回教國家反恐作為： 
 

一、印尼反恐作為 
美國「911 事件」後，梅加瓦蒂政府受到美國和國內回教勢力兩方面的壓力，

處於進退兩難的境地。但隨著國際反恐戰爭的發展，印尼政府的反恐態度也逐步

明朗，表現在四方面： 
(一)各高官態度較明朗，政治統籌部長宣稱，印尼政府支持對付任何恐

怖主義行動，但不壓制人民表達意見的權利；宗教部長表示政府不允許印尼人民

到阿富汗參加對抗美國的聖戰，若有人去將觸犯法律，將被吊銷公民權；情報總

監表示，當局要嚴防對付任何打擊外國人的行動，他們是違反法律的。83 
 

(二)政府慎重處理因反恐戰爭出現的印尼與新加坡緊張關係。新加坡發

現國內有人策劃恐怖爆炸事件，搜查到一批炸藥和逮捕了一些人，他們與印尼極

端組織「回教祈禱團」有關係。李光耀稱「本區域恐怖分子藏身于印尼」，而印

尼極端組織卻歪曲他的話為「印尼是本區域恐怖分子的巢穴」，煽動大批回教徒

到新加坡大使館示威抗議，還威脅要進軍新加坡，要求斷絕印尼與新加坡關係，

兩國關係一度緊張，但印尼政府積極調和，平息矛盾。84 
 

                                                 
82《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83溫北炎，〈印尼伊斯蘭教主流派與極端派初探〉，《東南亞研究》，4 期 (2002 年)，頁 27-31。 
84《印尼千島日報》，2002 年 3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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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尼政府加強與美國、菲律賓、馬來西亞、新加坡的聯繫，協調對

付國內極端組織。印尼「回教祈禱團」主要成員高奇在菲律賓被捕，印尼要求國

際刑警協助追捕該組織首領漢巴尼，此人與國際恐怖組織有關。 
 

(四)美國對印尼反恐態度從不滿意到表示理解，美國的底線是印尼不要

成為回教強硬國家。2002 年 2 月美國駐印尼大使贊揚梅加瓦蒂總統反恐認真。

他說：「反恐對印尼來說是項艱巨和困難的任務，尤其是印尼正面臨許多嚴峻問

題，急待需要解決。在此情勢下，梅加瓦蒂總統不忘反恐是很難得作為」。85 
印尼梅嘉娃蒂政府除向國會提出 4 項反恐法令外，並採行 7 項反恐措施，包

括：矢言緝兇與追捕幕後的恐怖活動網絡；呼籲社會大眾發揮反恐耳目作用；有

系統的加強民眾活動中心、公共事業、主要目標與戰略目標的保安措施；加強與

世界各國之反恐合作；加強政府各部門間在反恐情報與執法方面之全面合作；加

強依法民惡之宣導以避免民眾誤解，以及成立反恐統籌辦公室，並將實施 24 小

時全天候辦公等。其中，反恐統籌辦公室己於 2002 年 12 月 23 正式成立。 
印尼和澳洲於 2002 年初就反恐合作簽署了一份諒解備忘錄，為採取具體行

動防止恐怖主義在東南亞的蔓延創造了條件。 
 

二、馬來西亞反恐作為 
馬來西亞被美官員指責該國，回教激進組織暗助奧薩馬賓拉登恐怖組織滲透

東南亞的基地，馬來西亞對此不以為然，表示若美國掌握有關恐怖組織的情報，

希望能與美加強情報合作，共同打擊國際恐怖份子。 
面對回教世界和國內複雜形勢，馬國政府採取了審慎的立場。一方面宣佈其

一向是反對恐怖主義的，另一方面又反對美國攻打阿富汗，反對把恐怖主義與回

教掛鈎。 
馬哈地總理面對國內回教集團的壓力，儘量避免在國內渲染恐怖主義的威

脅，防止帶來恐慌，同時提醒國民嚴肅看待極端組織的恐怖主義傾向。另外，馬

國呼籲聯合國儘快界定恐怖主義的定義，同時還積極參與東協反恐合作，力求依

靠自身力量打擊恐怖組織，防止美國以反恐為由干涉本國內政，激化國內矛盾。

馬哈地就曾公開表示，馬國的極端組織目的是顛覆馬國政府，馬來西亞懂得如何

應付，馬國希望加強與美國的情報交流與合作，但其國內的反恐行動無需美國操

心。 86 
2002 年 4 月 15 日，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理國務卿凱利(James 

Kelly)在美國駐吉隆坡大使館表示，美國感謝馬來西亞總理馬哈地(Mahathir bin 
Mohamad)及其政府在反恐佈主義鬥爭中提供的幫助。凱利表示，美國對「馬哈

迪博士、馬來西亞政府和馬來西亞人民為剷除恐佈主義的國際努力做出的有力貢

                                                 
85《印尼千島日報》，2002 年 2 月 28 日 。 
86《環球時報》，2001 年 12 月 07 日，版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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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感到滿意」。凱利表示，布希總統認為非常需要感謝馬哈迪在全球反恐佈鬥爭

中做出的令人振奮的迴響以及馬哈迪就恐佈主義問題發表的講話。 
布希政府希望進一步加強美國在該領域的合作，為美國與馬來西亞的整體雙

邊關係注入新的活力。另外，2002 年 5 月 2 日，美國國防部長倫斯斐(Donald 
H.Rumsfeld)在與馬來西亞國防部長達圖﹒斯里﹒納吉布﹒拉紮克(Yang Berhomat 
Dato seri Mohd Najib Tun Razak)共同回答記者提問時，讚揚馬來西亞在反恐佈主

義戰役中所發揮的作用。他說，馬來西亞在全球反恐佈主義戰役中的合作程度十

分可觀。 
 

三、菲律賓反恐作為 
菲律賓在艾諾雅總統領導下，成為亞洲在反恐之戰中最堅定的國家之一。艾

諾雅總統是 911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第一位聲援美國的東協國家元首。事件發生

後，她立即向美國提供了寬大的飛越領空許可；允許美國使用克拉克、蘇比克等

軍事基地，中轉、集結和保養用於「持久自由行動」的美國物資；提供更多的情

報合作；提供包括醫務人員、醫療設備和藥品在內的後勤支援；以及提供有待菲

律賓國會批准的一支參與國際行動的菲律賓軍隊。艾諾雅總統還在制訂東協地區

反恐戰略的努力中發揮了領導作用。87 
2002 年 5 月 7 日艾諾雅總統訪問馬來西亞時，菲律賓與印尼及馬來西亞簽

署一項反恐三邊協定。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8 月訪菲時，對菲律賓這項對打擊恐怖

主義的具體貢獻，以及菲律賓與美國肩並肩聯合軍事演習和追緝阿布薩耶夫的成

果，表示讚揚。美軍協助菲律賓部隊營救 2001 年 5 月 27 日在巴拉旺被綁架的美

國傳教士 Martin 和 Garcia Burnham 夫婦及其他人質時，造成二死一傷，Martin、
Burnham 和一名護士不幸喪生。這個拖延一年多的人質危機終告結束。 

2002 年 7 月 22 日，菲律賓總統艾諾雅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說，「2001 年 9
月 11 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之後，由於我們的果斷使菲律賓成為世界事務被

公認的角色。菲律賓總統是第一個強調反恐怖主義和打擊貧窮關連性的國家元

首」。 
2002 年 7 月下旬，兩名涉嫌 4 月 21 日在 Santos 將軍市 Fitmart 購物中心爆

炸案嫌犯被捕。艾諾雅總統宣稱菲律賓在全球反恐怖主義已有成效。反恐怖主義

戰爭已使打擊的目標走投無路 
菲國艾諾雅總統相繼於 2002 年 10 月兩度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決議要求參眾

兩院加速審議通過反恐法案，並將強化情報機構功能，召開回教與天主教團體會

議，爭取回教團體支持政府反恐行動，以及儘速召開國際反恐會議，達成區域與

國際反恐共識與措施；另亦將與馬、印尼、柬、越與泰國等簽署反恐合作之週邊

國家展開聯合軍事演習，以提升軍方之反恐作戰能力。 
 

                                                 
87《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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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加坡反恐作為 
2001 年 9 月 11 日，攻擊美國的恐佈主義事件發生後，新加坡立即毫不動搖

地支援「持久自由行動」行動，允許美方飛機使用機場並加強對麻六甲海峽重要

航運的保護。新加坡還直接採取行動打擊在該國以美國利益為目標的恐佈主義團

體。新加坡於 2001 年 12 月逮捕 13 名與「基地」組織有聯繫的恐佈主義分子，

幫助馬來西亞和菲律賓在 1 月份逮捕了更多的人。88 
新加坡總理吳作棟曾說，除非印尼和東南亞區域其它國家聯手鏟除恐怖主義

的巢穴，否則東南亞將會繼續面對炸彈攻擊或另外一次的恐怖襲擊。 
新加坡政府近期除增加了對主要設施的保護行動外，街頭警察巡邏增加，邊

境檢查工作更加嚴密。內政部長黃根成表示，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必須

正視恐怖主義組織的威脅。 
2003 年 1 月 9 日，新加坡政府在國會公佈名為「回教祈禱團及恐佈主義威

脅」的白皮書(White Paper on the Jemaah lslamiyah Arrestsan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參見白皮書重點)。89該本 50 頁長達四萬多字，詳盡敘述東南亞地區

恐佈主義組織，回教祈禱團形成的背景、行動計劃以及其成員的心理特徵的書籍。 
該書警告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地區仍將在未來相當長的時間內，面對恐

佈主義的威脅。因為即使美國粉碎由奧薩馬賓拉登領導的「基地」恐佈主義組織，

東南亞的恐怖組織也不會放棄發動聖戰，而且大有能力繼續在該地區內展開恐怖

活動，並企圖經由在該地區建立起的龐大網路，最終建立一個跨國界的回教政權。 
 
 
 

                                                 
88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恐怖主義對安

全的威脅：持續的恐怖攻擊與反恐合作」》(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10。 
89「回教祈禱團及恐怖主義威脅」白皮書重點東南亞各個極端回教組織已經在本區域建立龐大的

網路，它們決心要發動「聖戰」實現透過暴力建立一個包括新加坡、馬來西亞、汶萊、印尼和菲

律賓在內的回教國家。白皮書呼籲全體新加坡人提高警惕，防範外國激進宗教思想滲透新加坡社

會，及時舉報任何涉及恐怖主義的活動。白皮書還要求回教社團在宗教教育領域建立一套自我監

管的制度，幫助回教徒提防和明辨散播危險和極端意識的宗教師。白皮書還促請東南亞各國安全

及情報機構加強合作，協力緝查「回教團」成員。白皮書說，即使美國粉碎「基地」組織，東南

亞的恐怖組織也不會偃旗息鼓，它們還大有能力繼續在區域內展開恐怖活動。「回教祈禱團」認

同「基地」組織鼓吹的全球反西方主張，與「基地」組織、以及馬來西亞和菲律賓等國的回教激

進組織進行跨國合作，建立一個精密的資金和從商結構，設立「回教奉獻基金」，為購買武器炸

藥、進行恐怖襲擊訓練和經營宗教學校等活動籌集資金。白皮書指出，恐怖主義在東南亞不是新

現象，但本區域的激進回教組織有越來越激進的趨勢。參考孫國祥，《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

年報「恐怖主義對安全的威脅：持續的恐怖攻擊與反恐合作」》(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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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泰國反恐作為 
泰國總理塔信(Thaksin)譴責「911 事件」恐怖襲擊，並表示泰國將站在美國

一邊，支持反恐國際聯盟，提供泰國軍事設施，允許飛越領空，公開發表表示支

援的正式聲明，並提供合作進行情報交換以及對利用泰國為中轉站或獲得其他支

援的恐佈主義分子進行調查。泰國政府承諾在美國與泰國有關部門之間開展打擊

恐怖主義合作，保證簽署聯合國打擊恐怖主義的所有公約，並參與重建阿富汗的

工作。泰國為支持反恐之戰採取了幾項具體行動。泰國財政當局根據聯合國有關

凍結「基地」組織和塔利班的財產的決議，開始對金融交易展開調查。為防止恐

怖主義和犯罪，泰國移民官員宣佈將擴大在入境泰國之前公民需要簽證的國家名

單。泰國還同意派遣一支建築隊和五個醫療組，前往阿富汗參與聯合國授權的行

動。90 
2002 年 7 月 29 日，鮑威爾表示對泰國打擊國際恐佈主義的努力表示讚賞。

他對泰國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滿意，而且沒有發現任何不足之處。鮑威爾對泰

國投入(反恐佈主義行動)的力量和投入這項行動的資源感到非常滿意。他表示美

國和泰國既是夥伴、又是朋友。泰國在反恐佈主義行動中與美國一起戰鬥，泰國

對美國在阿富汗的努力特別支援。泰國於 2002 年底派出一支建築隊，前往阿富

汗幫助阿富汗人民並為美國的努力提供幫助。91 
泰國政府在南部設立了反恐情報中心，進一步加強與馬來西亞在反恐方面的

通力合作。據透露，設立這個反恐情報中心的主要目的是為了要嚴密監督泰國與

馬來西亞之間的越界活動，同時幫助泰國武裝部隊、警方和馬來西亞當局之間互

相交換情報。 
泰國建議東南亞各國發表一項聯合聲明共同譴責恐怖主義。泰國報紙報導，

警方加強了對全國各地的娛樂場所、飛機場、火車汽車終點站的安全監視。泰國

總理塔信早些時候表示，盡管泰國未來不大可能遭受恐怖主義攻擊，但政府不能

對此掉以輕心。(表 5─5 為東南亞國家反恐作為) 
 
 
 
 
 
 
 
 
 

                                                 
90《ASEAN》，〈ASEAN Efforts to Counter Terrorism〉， http://www.aseansec.org/14396.htm 
91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恐怖主義對安

全的威脅：持續的恐怖攻擊與反恐合作」》(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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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東南亞國家反恐作為 
國    別 貢    獻    情    況 

印尼 分享情報；草擬反恐法律；強化飛航安全。 

馬來西亞 分享情報；強化飛航安全。 

菲律賓 分享情報；草擬反恐法律；提供領空與基地；提供醫療與後
勤補給。 

新加坡 
宣布奧薩馬賓拉登與「凱達」為非法人物與組織；制定法律，
賦于法務部長權力防堵恐怖活動資金來源；建立國家安全秘
書處，協調與整合反恐行動，以確保星國安全。 

泰國 修訂反洗錢法律；通過新反恐法律。 

資料來源：謝福進，《東亞政經情勢-區域反恐與經濟競合》（台北：遠景，

2003 年 1 月），頁 24。筆者參考修改。 

 
 
叁、美國在東南亞反恐的主要策略 
反恐戰爭讓美國勢力再度進入東南亞，來掌控東南亞局勢的優勢主導權，透

過簽署反恐協議、確立反恐戰略目標及反恐軍事合作來現實下列三項外交目的，

一來增強美國與東南亞的軍事合作；二來達到打擊恐怖組織的目的；三來制衡與

圍堵中共勢力的南向擴張。92 
 

一、美國與東協簽署反恐協議 
東協和美國認為,恐佈主義行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巨大威脅。2002 年 8

月 1 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汶萊首都舉行第九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後，與東協

十國外長簽署「共同對抗國際恐怖主義聯合宣言」，藉以擴展各國間協力反恐的

合作關係。 
東協外長們也同意建立一個反恐怖主義活動與防止跨國界罪案的機制，以加

強成員國的防衛機關之間的交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防止資助恐怖活動方面，

東協將和國際社會合作，即刻展開行動，制止任何資助恐怖份子活動，全面截斷

恐怖組織網絡的資金來源。93 
「聯合宣言」表示，東協和美國「把各種形式以及各種表現的恐怖主義行為

視為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引人注目的是，美國一反以往對參加東協

區域論壇年會熱情不高的姿態，鮑威爾在會中積極，言必稱反恐。他明確表示，

此行要帶給東南亞國家的資訊是，任何國家都會面臨恐佈主義威脅。美國在阿富

                                                 
92宋鎮照，〈東南亞在美國亞太戰略地圖上的角色〉，2002 下半年美國的東南亞反恐座談會，遠景

基金會主辦，2002 年 10 月 18 日。 
93《美國之音》，〈東南亞國家加強司法合作一致反恐〉，

http://www.voa.gov/chinese/archive/worldfocus/jul2002/mon/0701022asiaterrorlawgbt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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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開戰並重創「基地」組織後，將東南亞視為反恐第二戰線、積極謀求東協合作

反恐的態勢。 
就東協國家而言，對國際反恐合作的承諾僅限於交換情報、打擊恐佈主義籌

資等具體領域。因此，在與美國簽署反恐聯合宣言的同時，東協也強調雙方合作

不僅集中在打擊恐佈主義，應全面發展政治、安全、經濟、貿易各領域合作，尤

其希望美國重新評估人權政策，取消歧視性的貿易保護措施。無論如何，當前恐

佈主義威脅不是個別國家面臨的問題，反恐需要國際合作。 
 

二、美國在東南亞反恐的戰略目標 
美國在東南亞反恐的主要戰略目標與政策：94 

(一)對恐怖份子不讓步不談判 
2002 年 3 月 15 日，布希表示，全球反恐戰役的第二階段將要讓恐怖主義分

子無處藏身，無處逍遙，無法組織，無法得到政府支援。美國希望讓每一個恐怖

主義分子都像國際在逃犯那樣惶惶不可終日，這種情況需要維持多久就維持多

久。美國首要的戰略目標即是在打擊凱達組織在東南亞的活動網絡，且清楚定位

區域內各種毒販、人口販子、洗錢團體等跨國犯罪組織，若該些跨國犯罪組織與

凱達組織有關，或是可能助長國際恐怖主義團體，則亦將列為反恐的對象，以徹

底瓦解凱達等國際恐怖主義團體，避免東南亞出現激進的回教政權。 
 

(二)讓恐怖份子接受司法審判 
布希總統對九一一事件的定位又迴避了「戰爭」的定義與程序，首先他否定

此次戰爭中俘虜的阿富汗軍人與蓋達組織份子為「戰俘」，發明一種新的稱呼叫

做「戰鬥人士」，因此不必接受「日內瓦公約」對戰俘的人權保護；接著成立「軍

事法庭」，出庭法官由軍官擔任，被告不得自行挑選律師，採祕密方式進行，可

於美國本土或海外舉行，嫌犯於軍事法庭中不享有上訴、選擇律師等普通法庭所

享之權力。換句話說，此時整件事又變成美國國土內政的問題，不適用於戰爭規

範。95 
前伊拉克總統海珊於 2003 年 12 月 14 日被捕，接下來勢必要面臨一連串的

審判，該如何處理這名世紀戰犯，國際刑事專家研判，目前有三種可能性，包括

引渡海珊回美國受審，或是交給聯合國的戰犯法庭，以及把海珊留在伊拉克，直

接讓伊拉克全民公審。美國總統布希明白宣示，前伊拉克總統海珊將會受到公開

的審判，然而從 1968 年海珊執政以來，一直到 2003 年 5 月 1 日下台為止，包括

長達 8 年的兩伊戰爭，90 年入侵科威特，2 次的波灣戰爭，80 年代初期使用化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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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和平會訊》，〈訴諸國際法與設立國際法庭〉，

http://www.peace.org.tw/about/advice/advice_03_focu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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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武器對付北方庫德族人，以及最近一次遭聯軍指控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

洋洋灑灑的可以列出一長串，罪證看起來非常充足。 
 

(三)孤立並壓迫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以改變其行為 
911 後，布希提出「非友即敵」的原則，並動用軍事力量在阿富汗開展一場

以美國為主角、有多國參加的反恐戰爭。在推翻阿富汗塔利班政權之後，布希政

府就開始擴大打擊面。2002 年 1 月，布希提出「邪惡軸心」(axis of evil ) ，將

伊拉克、伊朗和北韓稱為「邪惡軸心」國家，並隨後將利比亞、敘利亞、古巴和

蘇丹等列為「支持恐佈主義的國家」。在美國政府的反恐計劃中，所包括的範圍

是非常廣泛。美國在未取得聯合國安理會的對伊動武決議下，打擊海珊政權。 
 

(四)支持美國反恐行動的國家給予必要的支持藉以提昇其反恐能力 
美國經由強化與星、菲、泰等東協主要國家軍事合作，增強與馬、星、菲、

印尼反恐情報交流，以及提供印尼、菲、泰經援等。美國在反恐戰爭之佈局下，

已增強與東南亞國家之合作關係，擴大在東南亞的戰略影響力，達到 1992 年撤

出菲律賓軍事基地後之最高點。 
事實上，從東南亞國家的利益考慮，積極幫助美國反恐也十分重要，因為如

此可以獲得美國經濟上的援助。2002 年，美國又一次為菲律賓提供 5,500 萬美元

的反恐經費。同時美國還宣佈向印尼撥款 5,000 萬美元，以協助印尼的打恐行動，

加強對付東南亞極端分子的戰鬥。該筆款項主要是資助印尼警察部隊，以便美國

和印尼能夠長期在本地區實施打恐計劃。 
另外，美國協助在馬來西亞設立地區性反恐中心，負責反恐行動的協調工

作。當然，有人質疑美國的種種舉措為用援助款項來拉攏、維持東南亞國家對全

球反恐行動的支持，華盛頓雖然存有增加與該地區國家加強軍事合作的意圖，但

是，美國的反恐援助的確使當地民眾的生活得到某種程度上的改善。 
 

三、美國在東南亞反恐的軍事合作 
美國藉反恐行動，加強與亞太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2002 年初，美國軍方

提出「戰區安全合作」(Theater Security Cooperation )的概念，經由擴大與菲、泰、

新、馬等東南亞國家在聯合軍事演習、基地使用、武器與人員交流等方面的合作

範圍，重新鞏固與加強美國與東協的戰略安全保障關係。 
在此基礎上，美國將小區域雙邊軍演擴大為多邊軍演，繼 2001 年以「協同

挑戰」模式將「金色眼鏡蛇」演習與美菲「肩並肩」演習及美澳「雙重突擊」演

習納入同一框架後，2002 年進一步擴大長達半年美菲「肩並肩」演習的規模，

加入具有實戰性質的反恐演習，兩國並簽署「雙邊後勤補給條約」（The Mutual 
Logistics Support Agreement Between US and Philippine Governments），並邀請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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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汶萊、印度、印尼、日本、韓國、馬來西亞、蒙古、新加坡、泰國參加相關

演習。96 
2002 年 5 月 14 日，美國、泰國和新加坡軍隊開始的「金色眼鏡蛇 2002」(Cobra 

Gold 2002)聯合演習，主要針對恐怖主義等當前世界上的各種實際挑戰進行相關

的非常規作戰演練，美、泰、新參加演習的總兵力達 2 萬餘人，其中美軍 14,000
人，泰軍 7,700 多人，新加坡軍隊 77 人。美、泰兩軍共出動 105 架戰機、17 艘

軍艦和 3,000 多輛軍用運輸車參加演習。此次演習總人數、艦艇和飛機的數量均

為 2001 年演習的 2 倍多。 
而美國則擴大「金色眼鏡蛇」等聯合軍事演習的規模，且已與新加坡、馬來

西亞、印尼、泰國、菲律賓、汶萊簽署軍艦泊港條約，取得渠等之同意，其軍艦

可以進出各國港口停泊補給；同時，美國加強在麻六甲海峽巡弋戒備，並要求新

加坡、馬來西亞、印尼合作開展聯合巡弋，以防杜恐怖分子攻擊此一亞洲海運交

通最繁忙的海峽通道。 
以達到長期保持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的目的，同時密切與東協國家的防務合

作，最終當組以美國為核心的東南亞地區多邊安全合作體制，進一步增強美國在

東南亞地區的存在。美國在反恐戰爭之佈局下，已增強與東南亞國家之合作關

係，擴大在東南亞的戰略影響力。 
 
肆、東南亞反恐的障礙 
自 2001 年 911 事件發生後，東協大部分成員國積極與美國合作，加強反恐

行動，試圖從組織結構，金融和情報交流上堵截全球以及地區恐佈主義組織；但

是，回教民兵化在亞洲的不斷升高是一個令人擔心的問題，東南亞國家仍然面對

恐怖威脅。 
蘇格蘭聖安德魯斯大學恐怖主義與政治暴力研究所研究員古納拉特納博士

說，印尼政府並沒有從源頭著手鏟除恐怖組織。它目前只是追捕巴里島爆炸慘案

的作案者，而沒把回教祈禱團這個極端組織當成集中打擊的目標。因此，他認為，

如果印尼的反恐行動僅局限於目前的範圍，而不深入從根源鏟除恐怖組織，那麼

類似峇里島爆炸慘案的恐怖攻擊行動，還是會在印尼不斷發生。97 
在談到東南亞地區反恐行動的進展時表示，他不認為東南亞區域的恐怖主義

活動已經遭到嚴重打擊。他說，恐怖主義活動並沒有被根除，回祈團有三千名受

過訓練的成員，但是只有一部分被逮捕。「回祈團在東南亞已經活動了十年，但

是本區域國家直到去年底才開始採取行動對付它。因此，要有效地打擊恐怖主義

                                                 
96《中國新聞》，〈布希慰問巴厘島遇難者家屬，稱將幫印尼討回公道〉，  
http://news.sohu.com/70/75/news203657570.shtml 
97《中共新浪新聞》，〈專家說印尼目前反恐行動無法根除恐怖威脅〉，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rtn/glSociety/2002/1129/108120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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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還有好長的路要走。」他說，東南亞的反恐是一場持久的戰爭，說不上多

久會結束，或許五年，如果兩年就能鏟除恐怖主義，那是很幸運的。 
因此，他呼籲，新加坡、馬來西亞和菲律賓這幾個國家和印尼加強反恐合作，

展開全面的區域反恐行動，以制止恐怖主義活動。 
東南亞反恐的障礙形成因素： 
第一、眾多回教人口 
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回教人口眾多，其中少數回教徒在宗教信仰上走火入

魔，走上了反社會的極端主義道路。印尼的極端組織分佈很廣，並多數擁有民兵

隊伍。印尼有可能成為恐怖主義組織新的避難所。印尼的宗教和社會條件無疑非

常適合恐怖主義組織發展和維持勢力存在。 
回教的主體地位，弱勢政府的存在，地理環境的特殊性使得印尼（甚或是東

南亞其他國家）成為下一個憂患。印尼有數萬個島嶼，因為歷史、民族、宗教、

交通不便等原因，印尼中央政府對爪哇島以外地區的控制一直比較弱，有些島嶼

的離心傾向也比較嚴重，如果國際恐怖主義與這些地區的分裂勢力和回教極端勢

力結合在一起，其嚴重後果是很難想象的。 
 
第二、撲朔迷離的政教關係 
印尼和馬來西亞都擁有政教合一的回教執政黨。在印尼，一些回教組織和政

黨也主張建立政教合一的國家，這種主張和要求在蘇哈托時期受到了壓制，近年

來則受到一些政治勢力的鼓勵和利用，有迅速發展的勢頭。一些政黨建議將回教

法寫入憲法，不少政治人物為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對這些極端勢力的極端主

張表示贊同與支援。 
建立政教合一的國家的主張在廣大的回教徒中有眾多的擁護者，今後，隨著

這兩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廣大回教徒手上的選票將會左右這兩個國家發

展的政治方向，當他們發現世俗化政府越來越腐化墮落，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和

要求時，他們極有可能會轉而投票支援政教合一的主張。 
 
第三、經濟因素和政府軟弱 
反對恐怖主義與經濟復甦，兩者孰輕孰重？東南亞國家，尤其是回教文化國

家，目前都面臨如何復甦經濟的問題，同時又要對付日益猖獗嚴重的恐怖主義的

挑戰。恐怖主義嚴重阻礙了東南亞的經濟復甦，因此，必須把反對恐怖主義作為

國家的頭等任務，否則就無法認真搞經濟建設。 
最為重要的是，恐怖主義不消滅，就無法恢復外國投資者的信心，而外國投

資是東南亞各國經濟復甦的的最重要動力。令人擔憂的是東南亞不少領導人認為

目前面臨的首要任務並不是反對恐怖主義，而是要儘快恢復經濟，解決民生問

題，如果不真正解決貧困問題，恐怖主義就無法真正消除。在印尼 2 億多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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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佔 85％以上），僅有 10％的人有機會參與並享有國家的經濟成果，有幾千

萬的人每天只能吃兩頓飯。 
因此，大多數東南亞國家的政府並不想在反對恐怖主義的問題上花費太多的

時間和精力，對他們來說，還有比恐怖主義更為迫切需要處理和面對的許多問

題。可以這樣說，貧困落後與恐怖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當許多人長期處於貧困

狀態而又看不到任何希望時，便很容易滑向恐怖主義98。 
巴里島爆炸事件表明，印尼是東南亞反恐合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它為恐怖

主義組織提供了許多機會。印尼政府目前是一個弱勢政府，它現在正處在兩難的

境地，一方面，它要面對國際社會要求其加大反恐力度的壓力；另一方面，它又

要面對國內眾多的回教人口和形形色色的回教極端勢力，弱勢的印尼政府左右為

難，束手無策。 
 
第四、緝捕隱藏的恐怖分子將是最大難題 
經過嚴厲打擊，印尼當局已經連續破獲了峇厘島爆炸事件和隨後發生在西蘇

拉威西省望加錫的爆炸案，相繼逮捕了近 20 名參與恐怖事件的嫌疑分子，但許

多從事這類活動的極端主義分子，依然逍遙法外或暫時隱蔽起來。99 
美國在東南亞反恐軍事行動的最大難題，乃是如何順利緝捕隱藏在印尼的凱

達組織殘餘與「回教祈禱團」分子，而不會冒犯印尼人民的眾怒，引發回教民眾

仇恨美國，進而動搖印尼新生的民主政治根本。如果美國反恐行動若引發印尼回

教激進團體反美，反民選政府，不僅會衝擊印尼民主進程，亦將嚴重影響印尼國

內情勢，削弱印尼經濟復甦動力，並將影響東南亞整體的安全情勢穩定。 
 
第五、難以建構多邊反恐軍事聯盟 
美國在東南亞的反恐軍事行動，主要是藉由鬆散的雙邊軍事合作協議，美國

雖計劃擴大與菲律賓演習的規模，以及結合與泰國的「金色眼鏡蛇」演習、與韓

國的「團隊精神」演習等，以形成多邊的軍事合作機制。由於東協以建立東南亞

為和平、自由、中立、非核區為長期安全戰略目標，不僅不願東協組織發展為軍

事同盟機制，亦反對區域外勢力在東南亞建構多邊軍事聯盟，基此，美國若要將

目前與東亞盟國的雙邊軍事合作協議建構為多邊的軍事合作網絡，恐將遭致東協

國家反對。100 
 
 

                                                 
98《中共新華》，〈恐怖主義困擾東南亞經濟〉，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2-11/01/content_615299.htm  
99《中共新華》，〈全球熱點大視角：展望世界主要地區形勢〉，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1/14/content_689732.htm 
100孫國祥、賴岳謙、童振源、陳世民、黃奎博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年報「恐怖主義對

安全的威脅：持續的恐怖攻擊與反恐合作」》(台北：遠景，2003 年 6 月)，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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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目前全世界正朝向自由貿易區邁進，大區域經濟合作及整合更加突出，絕大

多數國家將恢復和發展經濟作為首要課題。各國更加重視經濟安全，紛紛加大經

濟改革與調整力度，並更加積極地參與和推動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經濟因

素日益成為維繫亞太安全的重要因素。 
近年來非傳統安全問題在地區安全事務中更加突出，各國謀求共同應對的意

願增強。「911 事件」及「巴里島爆炸案」後，許多國家就反恐問題積極開展雙、

多邊對話、協調與合作，大國在這方面的協調合作尤為突出。馬來西亞、菲律賓、

印尼三國也簽署了反恐協定。這些合作不僅有效抑制了恐怖主義，也促進大國關

係的積極變化，並推動多邊安全合作的深入發展。 
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更趨活躍。東協加三合作也在積極探索開展非傳統安全

領域的對話合作。這些反映了亞太各國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安全與發展意識增強

的趨勢。我們相信，經過積極探討和實踐，最終會形成適應本地區多樣性特點，

以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為目標的多邊安全合作框架。 
2003 年第十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焦點主要圍繞在三個議題：跨國際

的反恐怖行動、北韓核武與緬甸內政問題等。然由於各國立場不一，使得論壇具

備緊張氣息。大多數東協區域論壇會員國在反恐問題上因本身限制而有憂心之

處，特別是如何定義恐怖主義，此乃因許多東南亞國家亦屬於回教國家。 
針對其他議題也有不同意見，如在北韓議題中，美國、澳洲、日本希望東協

區域論壇可以達成威脅性制裁的結論，而中共、南韓與其他國家則希望僅採取懲

罰性行動。對緬甸內政問題，東南亞各國特別是馬來西亞，希望採取不干預政策，

進而達成不干預他國內政的共識。101 
強權在區域內的權力消長，中共區域霸權的成型使東南亞在經歷美、蘇傳統

強權的勢力糾葛後再次面臨嚴峻的挑戰。 
根據上述分析，針對東南亞區域安全未來的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我們希望非傳統安全問題成為東協區域論壇開展對話與合作的重點。非傳統

安全問題日益成為我們面臨的現實威脅和必須應對的緊迫課題。同時非傳統安全

問題大多帶有跨國、跨地區性質，僅靠一國或幾國力量難以應對，多邊合作是必

由之路。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既要著眼於當前，又要標本兼治，致力於消除貧困

和建立公正合理的國際新秩序。非傳統安全合作應通過政治、經濟、外交、軍事、

法律、科技等手段，綜合治理，逐步推進。筆者認為東協區域論壇可以在這方面

發揮應有的作用。 
 
 

 

                                                 
101《情報預測》，〈Strategic Forecasting〉，http://www.stratfor.biz/Story.neo?storyId=218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