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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美國自「911事件」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建立的美國本土不被攻擊的

神話已然破滅，當下美國的智庫即不斷地爭論探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是要繼續

地朝全球穩定的霸權擴張，或是退回早期孤立主義的政策，這些爭論直至 2003

年 3月 20日，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所謂的「斬首行動」（Operation of Cut Head）

後，使得美國傾向單邊主義發展的國家安全戰略逐見明朗。「911 事件」後美國

總統布希發動所謂的「反恐戰爭」喻涵著非敵即友的概念，更以追緝蓋達（Al 

Qaeda）基地組織消滅國際恐怖主義之名，出兵攻打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阿富汗

塔利班（Taliban）政權。因此，促使美國軍事力量進入中亞、南亞之間，無疑地

令當地的「權力平衡」板塊，產生擠壓與變化，如一向與中共交好的巴基斯坦主

動表態挺美的行動，出借機場予美軍使用、中亞國家協助美國軍隊的轉運等等，

皆顯示此間權力平衡的區塊正在移動。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中，西歐一直是美國軍事部署的重心所

在，但從反恐戰爭開打以來，美國的兵力有逐漸東擴的趨勢，就布希政府發表的

2001年四年國防總檢報告（QDR）1來看，明確地指稱巴爾幹半島、中東地區、

朝鮮半島及台灣海峽等四個地區列為未來國際上最容易發生衝突的區域，美國為

了維持區域穩定，降低區域衝突的發生，將其兵力投射於這四個區域以確保美國

在當地的利益；美國此時以「反恐戰爭」之名，合理化其軍事武力東擴的目的，

                                                 
1 請參閱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The Quadrennil Defense Review 2001, 30 Septem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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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蠶食著冷戰時期國際體系間原有的權力平衡。 

從 2003年代名為「自由伊拉克行動」（Operation of Iraq Freedom）的第二次

波斯灣戰爭，美國公開宣稱其目的是伊拉克支持國際恐怖組織並擁有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及推翻海珊的極權統治等理由，但探究其背後真實的動機，是否仍持著現

代西方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極具西方價值觀的「民主和平論」2，咸認為只要

世界所有的國家都能民主化的話，則這個國際社會間的和平就得以保證，各國人

民皆可免除戰爭的蹂躪。若然，則推翻海珊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的伊拉克政權便

符合上述的邏輯。但從另一個角度探索，美國此次不顧聯合國安理會各個大國的

反對，堅持遂行單邊政策，是否亦突顯在後後冷戰時期（Post-post cold war）其

國家能力已達巔峰，顯示美國這個國家已在當今國際體系中確立其一超多強穩定

的領導地位，尤其在美國發動第二次美伊戰爭，並順利於一個月內結束這場戰

爭，且於戰後國際社會也未能具體對美國實施嚴厲的制裁，這場戰爭是否強化了

吉爾朋提出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將會使國際社會系統

更加穩定的說法。3另外，從國家利益的議題來探討，美國這次出兵攻打伊拉克

的動機，是否如法、德、俄及中共等國家所指稱的美國是藉由反恐戰爭之名，去

剠奪伊拉克龐大的石油利益及藉此戰爭推翻海珊政權扶植一個親美的政權，以穩

定以色列在中東週邊地區國家，減少一個激進強大的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武裝

威脅，這些問題均有賴於國際關係研究者去深入探究研析。 

美國反恐戰爭，可能是場既深遠而又長久的戰爭，自美國本土延伸至阿富

汗，並於中東的伊拉克另外開闢一個戰場，這兩場戰爭的目的，在於打擊恐怖主

義，「反恐戰爭」自 2001年的「911事件」後、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甚至

                                                 
2 關於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參見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1986）,pp. 1151-1169; Bruce Russett , Controlling the Sword: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Fall 1994）,pp. 87 -125。 

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 pp.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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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3年 5月 12日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炸彈自殺攻擊事件4，說明了反恐戰事

是不可能這麼早結束的，為了打贏這場無國境的戰爭，美國的軍事佈局是全方位

的，不過此時軍事佈署重心將從傳統的歐洲戰場，逐漸向東移擴。從成立「國土

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開始，再環視美國全球的軍事佈局，

其軍力自 2002 年迄今，已投射至中東、中亞地區，再加上自韓戰以來，長期派

駐東北亞地區將近十萬人的美軍，尤其美國在 2001 年開始派遣「洛杉磯級」的

核子動力攻擊潛艦進駐東亞地區並成立第 15潛艦艦隊，5使得向來在亞洲極具影

響力的區域強權俄羅斯及中共產生安全上的不確定感。而中亞地區從 1997 年美

國派遣空降 82 師至哈薩克共和國參加演習，以及與阿富汗塔利班作戰時派兵進

駐烏茲別克，已經打破了以往由俄羅斯主導的中亞各國軍事力量，美國駐軍於此

地區並與當地國家遂行軍事合作，著實造成這個區域「權力平衡」的改變。從美

國派兵進駐中亞的行動來看，美國的全球戰略是否應乎了英國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書所提出

的「心臟地帶論」（Heartland）中所指稱，誰統治了東歐，就能支配心臟地帶；

誰支配歐亞大陸的心臟，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所在的世界島（歐、亞、非陸塊）；

誰控制了世界島，就能稱霸全世界。6美國是否在控制了世界的海權以後，為了

強化其霸權地位，緊接著再有鞏固陸權的思維，其動機殊值探究。 

中共自 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帶動綜合國力不斷地上昇，在亞洲

崛起的中共，跨步邁向區域強權的目標挺進，而中共外部的問題在於其邊境相鄰

國家諸多，經年派駐龐大兵力駐守，影響國家發展，近年發展「新安全觀」之睦

鄰友好政策，不僅是要減少與周邊國家因領土所發生的糾紛與衝突，更重要的是

穩定其內部的經濟發展，然在此同時夾雜著內部存在的問題，如台灣問題、西藏

                                                 
4 聯合報，2002年 12月 7日，版 7。 
5 http://www.epochtimes.com/2002年 1月 13日。 
6 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沈默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香
港：商務印書館，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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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疆獨問題及法輪功等潛在問題，使得中共在國家安全政策上須要全面檢

討，加上改革開放後，面臨天然資源需求孔急等問題，從外部到內部問題皆使中

共不得不重新思考國家的定位及外交政策，尤其在發展周邊國家的關係，影響其

國家發展至鉅。誠如美國 2001 年「四年國防總檢報告」所指出的，未來全球可

能發生衝突的四個區域當中，有關台海、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共均扮演吃重的角

色。尤其中共作為世界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具有其重要地位及一定的影響力。 

中亞地區因具有豐厚的天然資源及其特殊的地緣戰略位置，中共近年來推動

之「開發大西北計畫」，將國內傳統重心往西移動，與中亞地區國家7有了更進一

步的交往；另由中共大力推動的「上海五國」機制發展至 2001年 6月 15日所成

立的「上海合作組織」，約略看出中共目前在西部的安全上有著更深遠的謀略思

考。從內部的政治經濟改革發展到對外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外交政策相互結合，中

共在中亞地區的戰略目標為何？頗值得關注與探討。而「911事件」以後，中共

對美國進行反恐戰爭的態度及中共對其周邊國家借道美國攻打阿富汗所表現的

反應，及反恐戰爭在中亞地區對國際政治的牽動影響如何？均為筆者探求研究之

動機，尤其國際政治向來是大國間政治競逐的角力舞台，如果亞洲大國與世界霸

權皆欲對中亞地區有所均霑時，中亞地區可能成為本世紀世界強權相互爭奪的核

心利益之一，形成區域穩定與否的一項變數。 

 

二、研究目的 

 

建立近 70年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 1991年的政治浪潮中宣告結

束，由共產黨領導的聯盟國家頃刻間土崩瓦解，並分裂成為十五個獨立國家，而

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的主體。從其歷史地位及政治領導地位而論，它是這些獨立

                                                 
7 本文所指的中亞地區，其範圍概指前蘇聯解體後獨立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
塔吉克等五個獨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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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傳統保護國，但是這些共和國當中以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兩國，雙雙擁有

強大的軍事武力、廣大的領土及眾多的人民為其後盾，俄羅斯當局自是無法順遂

駕馭。然而在中亞地區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五個

共和國的整體國力，則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兩國有所差距，不能相提並論。加上

中亞地區具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使得俄羅斯當局仍覬覦其中，從歷史傳統上來看

俄羅斯對中亞五國具有影響力，但實質而言，俄羅斯對中亞的掌控能力卻已大不

如前。 

另一方面，中共與中亞國家間的疆界在此區域亦綿延萬里，對一個堀起的區

域強權而言，周邊環境安全的穩定與否影響國家發展至鉅，尤其中共大西北開發

是屬於其“熱點”事項。所以中共在西線的外交安全政策與國內的發展政策上，

具有一定的關連性，中共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利益上之競合，理當重要。但中亞

地區近一世紀來，多由俄國人所掌控，所以研究俄羅斯與中亞的論文或專題諸

多，而本文探討的重點，係指向由美國所發動的「反恐戰爭」及其推動的「反恐

聯盟」，將美國軍事力量投射在中亞地區的同時，與近年綜合國力大幅成長的中

共在西進後的中亞政策及一手推動的「上海合作組織」，兩者間將產生何種影響，

做一初探性的研究。美國與中共在此間是競逐或是合作，以及未來發展前景如

何，吾人認為是一個值得研析的議題。為避免議題過大而導致問題失焦，本文對

俄羅斯在此間的影響，暫不予以大篇幅描述；茲此將本論文的研究重點及目的歸

納如后： 

（一）探討美國發動反恐戰爭後，將戰線推向南亞及中亞周邊地區，從美國整體

國家戰略而言，其目的為何？設若以現實主義角度檢視，美國於該地區的

國家利益何在？ 

（二）中共在中亞有何利益？中共對美國的反恐作戰將戰線擴及中國國境周邊地

區的反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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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合作組織」對中亞的區域穩定有何影響？並與美國反恐戰爭有何關

聯性？ 

（四）中共與美國在中亞地區有何競合關係？ 

  藉由這些研究重點，筆者欲探求國際體系在後後冷戰時期，國際霸權與區域 

強權間的競合關係，並檢證強權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國際關係扮演的角色，以及 

對周邊緩衝國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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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一、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來檢證本論文的研究結論，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是典型的研究方法，指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透過

以各種既存的史料，如官方文件、書籍、資料、期刊、報紙等資料分析，對學者

的論述看法進行檢證與分析，從中找出真相。8其資料來源可分為三類：第一類

是私人的書信、日記、傳記；其次是正式的文件，如政府機關的文件；第三類是

發表於媒體及學術刊物的文章或論述。本研究收集資料係筆者自國內圖書館與政

府專業機構蒐集之相關專書、網站、報紙、期刊、史料、統計資料與圖表，參考

國內外學者專家之論述與著作；並分析國際協定、官方談話與政策文件，盡可能

尋找原始資料來源，如美國、中共官方網站或智庫網站提供之演說、證詞與決策

官員的政策宣示，加以歸納整理、演繹與比較分析等基本研究方法，做一全面性、

客觀性及綜合性的探討，期以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 

 

二、研究途徑 

 

在學術上，對於國家安全的研究，概區分為利益學派與議題學派之不同途

徑。利益學派是從較傳統的地緣政治結構、經濟民族主義等的角度看待威脅，置

焦點於霸權、平衡、與協調等之運作，認知國家安全是由國家利益來決定，而置

焦點於國際體系中，儘可能減少對於主權國家之危險。9本文以國家安全之利益

                                                 
8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 165。 
9 汪毓瑋，二十一世紀國家安全議題之探討－國際恐怖主義，網路與安全及情報與民主（台北：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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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本論文的研究途徑。衝突可說是國際體系的常態，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觀察

國際衝突，國家不時藉由衝突獲得權力、地位，乃至於盟國的支持。針對國家間

此種衝突敵對現象，現實主義研究取向較能夠提供深入的解釋實質利益上的衝

突。10例如：領土與彊界糾紛、經濟上的衝突及爭奪政權引發的衝突皆屬之。國

家間的衝突與合作，必定要損害或加強相關國家的利益和價值。在衝突狀態下，

一國之所得必定為另一國之所失。11本文試圖以國際霸權與區域強權，兩個國家

為了謀取區域上有利於自身的利益，所衍生的衝突與合作關係，並據以檢證美國

與中共在中亞地區的政策與實踐。 

 

 

 

 

 

 

 

 

 

 

 

 

 

 

 

                                                 
10 Joshua S. Goldstein，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書廊，2003年），頁 176。 
11 羅浩，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Ｑ＆Ａ（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02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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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探討 

 

筆者撰寫本論文時，係從美國反恐戰略及中共在中亞的安全政策兩部 

份，蒐集國內外相關之書籍、著作作為研究論文之題材，尤置重點於官方發佈之

文獻資料為主，有關本文引用之文獻分析評述如后。 

 

一、美國反恐戰略 

美國布希總統於這一任期所提出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家安全

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2這份文件

顯示布希的安全戰略發展藍圖，已從守勢戰略調整至今日的主動攻勢戰略，而

「911事件」可說是影響布希戰略變化的主要推手，美國從這個事件中感受到國

家安全受撼動，人民的生命財產強烈地遭受威脅，另外從對外的角度看來，因國

際體係形勢助長，及在國際間缺少強而有力的對手等諸般原因，促使美國戰略開

始調整。從當前布希安全戰略所顯示的特點觀之，係以國家利益為導向，並傾向

擴張的霸權主義邁進，符合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未來除非布希政府面臨國際上或

國家內部安全的重大挫折，否則目前的攻勢戰略發展仍將持續。 

 

該報告中指出，美國要改革國家的安全體系，美國要建立和維持一支堅不可 

摧的軍隊，然而為了要能有效地保衛美國的安全，這支軍隊需要能達成下列任

務：一、增強我們的盟國和友邦的信心。二、防止未來出現軍事競爭。三、遏制

針對美國的利益及其盟國和友邦的威脅。四、在遏止無法奏效的情況下，果斷地

擊敗任何敵人。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所提出的"先制攻擊"戰略，意味著美國正

在放棄它執行了幾十年之久的"威懾和遏制"戰略，這一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

                                                 
12 請參閱 2002年 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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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的決策思維，也對正在重建的國際新秩序給了明確地走向，單邊主義的 

行為對現有的國際法和聯合國體制構成重大挑戰，其中牽涉到美中關係的戰略基

礎，顯然將對現有美中關係産生一定的影響。在本文末頁中也指出，美國在發揮

主導作用時，將尊重盟邦的決定與判斷。然而，在美國的利益及其特殊的職責需

要時，美國將做好單獨行動的準備13．．，突顯出美國遂行單邊主義地國家安全

戰略與決心。 

 

從這篇報告裡，我們可以解讀美國此刻正建構一個具有嚇阻、強大國防和擴 

張的戰略，並且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將會持續向前邁進，美國也將確定其屹立國

際社會的霸權優勢地位。然遂行「先制攻擊」及單邊主義的背後，將揹負著與其

它強權國家彼此間的心結，包括與盟國之間。如同這次攻打伊拉克的戰爭，歐洲

諸大國的反對態度即是美國處理對外關係的一大挑戰。故觀察布希政府這份國家

安全戰略報告內涵，所謂的「反恐戰爭」依舊抱持著以美式的民主價值觀來評論、

裁判及建構未來的國際秩序，未能顧及其他國家歷史、文化、宗教及政治經濟等

背景因素上的差異所引致之扞格，可能會造成更多國家的反彈。筆者認為，美國

的安全戰略在此時期，從歐陸更進一步朝向亞洲內陸的中亞地區深耕發展，在面

對中共的西進政策與俄羅斯的恢復光榮傳承時，區域上的競爭必然會發生利益上

的衝突，而這種國際衝突會達到何種程度，將受美國後續外交政策、強權互動關

係和國際事件的影響，整體而言，也將影響「反恐戰爭」的成效，後續的情勢發

展，均待進一步探究。 

 

二、中共在中亞的安全政策： 

    筆者蒐集中共在中亞的安全政策相關文獻時，係從「中共的安全戰略」及「新

                                                 
13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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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觀」兩個大方向著手蒐集資料： 

（一）國內學者對中亞安全議題的研究較少，故在中亞地區的政策研究方面，

中國大陸的學者論述較多，如薛君度、邢廣程合著的「中國與中亞」14，係從中

國與中亞的歷史淵源切入，繼而從中國國內形勢及國際安全環境的改變，去論述

中國與中亞五國的政治、經濟關係發展前景，並闡述中國與中亞各國在安全問題

上的合作與相關問題，最後再將議題導入國際新格局的變化對中國及中亞國家各

國關係的影響；另外孫壯志所著「中亞新格局與地區安全」15及趙常慶的「中亞

五國概論」16等書係從全球格局與地區格局的角度，探討中亞國家所面臨的安全

形勢，並在變動的國際大環境中如何加強國際合作，於此來探討中國與中亞國家

的關係及多邊合作的成果和未來發展的方向，對中共與中亞國家間的交往與合作

關係，均能描繪清晰而刻劃深入。 

中共學者朱德昌主編的「中國週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17乙書，強調中國

大陸的邊境安全和中國大陸周邊鄰國的關係。並於書中引用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

的觀點，咸認為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若與越多的國家接壤，代表在國際競爭中

處於不利的地位。且認為蘇聯的解體對中共雖無產生直接的軍事威脅，卻因周邊

安全環境的複雜，潛在的衝突危機四伏，而本書在探討中亞地區的周邊安全環境

時，過於強調傳統的政治、軍事上安全議題的論述，缺乏從經濟層面探討經濟問

題與國家安全的關聯性。有關這些討論中共對中亞地區周邊安全環境的文獻，筆

者認為對美國在中亞的政策著墨甚少，或許這些書籍均在「911事件」發生前既

已出版，另囿於當時中共與美國致力建立一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以及美

國當時在中亞地區的軍事活動並不顯著等因素，故中共學者對描述影響中亞地區

的安全因素及新挑戰時，除了打擊恐怖主義、極端分裂主義外，並無假設的針對

                                                 
14 薛君度、邢廣程合著，中國與中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15 孫壯志，中亞新格局與地區安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16 趙常慶，中亞五國概論（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 
17 朱聽昌主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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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敵人。尤其在論述美國對中亞的政策時，儘以些微篇幅帶過，未能深入地探討

美國在此區域的活動，對中共自身周邊安全及中亞五國所造成的影響。 

 

（二）中共的「新安全觀」中共學者王逸舟認為：中共自我定位的「新安全觀」

應包含三個層面：第一是物質層面，主要是指物理、物質和實物的層面；第二是

體制層面；第三是觀念層面。面向 21 世紀的中國外交，則有三項的基本利益和

需求，它們就是：發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目標，爭取有利於改

革和發展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主權利益和需求，即保障領土、邊界和基本主

權不受侵犯，經過一個長時間的努力逐步實現國家統一；責任需求與利益，即在

亞太地區發揮積極的、逐步上升，努力成為全球範圍內有影響力的、被公認為起

建設性作用的國家。18中共在 1998 年所發表「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可以說是

中共對「新安全觀」最正式也最簡扼的論述，該文件在談到國際安全形勢時，開

宗明義的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經成

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19從這段論述中可得悉，中共對國際情勢的願景。也

說明了中共領導人認知到和平與發展對當前中國而言，仍是其國家安全戰略的主

軸，更明確的說，經濟利益是中共當前首要的國家利益。在這篇報告裡它又特別

強調國家主權及領土不可侵犯的概念，故中共「新安全觀」的內涵，除具有西方

的「綜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外，「新安全觀」更已發展成為一套「具

有中國特色」安全概念的論述。另外探討中共的「新安全觀」，「上海合作組織」

更是重要的議題之一，這方面的著作有許濤、季志業合著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

究所編著的「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20乙書，其內容清楚地說明中

共推動「上海合作組織」這個安全合作框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以互

                                                 
18 王逸舟，「面向 21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平衡」，戰略管理，1999年第 6期，頁

18。 
19 人民日報，1998年 7月 28日：第一版。 
20 許濤、季志業著，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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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原則，通過對話、溝通、磋

商、合作，處理國家與國家間問題、糾紛的作法，攜手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

分裂主義等危害地區穩定與安寧的惡勢力，構築共同安全空間的成功實踐。21維

護地區安全是「上海合作組織」的主要目的，藉由這個合作平台，強調以多邊機

制解決爭端，正是中共的「新安全觀」的意涵。 

 

有關前述引用之文獻，無論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共與中亞間的安全合

作或者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新安全觀等著作，雖然對各別議題都已有明確的交

代，但筆者想要藉官方所發表的報告及現有的研究資料，延伸論文研究命題的內

容，期以釐清美國的「反恐戰爭」與中共在中亞的安全政策上有何互動關係，尋

找較清晰脈絡及答案。 

 

 

 

 

 

 

 

 

 

 

 

 

                                                 
21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著，上海合作組織─新安全觀與新機制（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2），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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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因素 

 

壹、研究範圍 

 

筆者研究本論文範圍之界定，概分為時間與空間兩方面，有關內容區分如下： 

（一）研究時間：自 90 年代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後，美國在喪失了長期競爭的

對手及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家安全戰略發生重大的變革，兩極體系的崩解，形成

美國在國際上超強的領導地位，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不斷地向第三世界

國家輸出，使得文明衝突加劇，進而使美國受到恐怖主義的禁臠22，恐怖主義在

後冷戰時期已變成美國國家安全的一大挑戰。在此時期，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

各個共和國相繼獨立，俄羅斯對這些國家掌控能力逐漸勢微，故本論文將研究時

間設定在 90年代冷戰結束後至 2002年止期間計長達十二年，惟對 2003年影響

中亞地區所發生之重大議題，仍列為本論文研究之範圍，因本文旨在探討新的國

際體系下之中亞地區的安全情勢。 

 

（二）研究空間：本論文中所稱之中亞地區係指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吉

爾吉斯、塔吉克等五國的領土範圍，請參閱（圖一∼1）。另從美國反恐戰爭之觀

點論述，其反恐戰略係從本土延伸至海外，尤其將研究重點置於美國對中亞地區

之安全戰略，內容觸及政治、經濟、人權及環保等多面向議題。另就中共之立場

研析，在施行「韜光養晦」、「睦鄰友好」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後，中共從周邊

安全到國家能源政策，已與中亞形成綿密的臍帶關係，尤其中共不遺餘力地推動

的「上海合作組織」，將是本論文研究的一個主軸。 

                                                 
22 在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著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杭廷頓認為，西方文明將可能受到儒教及伊斯蘭文明的聯
合挑戰，未來的衝突常發生在宗教信仰的不同、繼承歷史上的衝突、意識形態的衝突而升高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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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１ 中亞五國地圖 

 

 

 

 

 

 

 

 

 

 

 

圖片來源：http://www.un.org/Depts/Cartographic/map/profile/centrasia.pdf 

 

二、限制因素 

國內對中亞相關問題研究的專文論述及著作實不多見，而以筆者初涉國際關

係領域之研究生而言，對研究議題要提出精闢獨特之研究發現更為不易。而中亞

地區原為俄羅斯之屬國，對該地區各種研究論述及著作，仍以俄文為大宗，惟筆

者不諳俄文，致斲喪閱讀甚多第一手資料的機會。另一方面對美國反恐戰爭之資

料，大多得自於美國智庫研究單位，惟美國進入中亞地區的理由是否僅止於打擊

恐怖主義，官方資料在戰事未結束前難以解密。至於中共官方資料之獲取則更為

困難，在共黨綿密組織的控制下，資訊保密極其保守與嚴格，目前所能獲取的資

料多屬大陸學術單位之研究著作，礙於前述原因筆者在撰寫本論文研究結論時，

猶恐因資料不足而造成誤判，繼而影響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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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區分六章，各章節內容架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內容在於揭示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論文

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因素及文獻探討等。 

 

第二章：中亞地區權力結構。從中亞五國地略形勢、歷史淵源、人口宗教、

政經變遷以及該地區逐漸熱絡的軍事活動，探討中亞五國脫離蘇聯獨立後，如何

追求獨立的主權、政經發展及石油天然氣的能源開發政策，以及如何維護國家安

全及其國家利益做一概述；另外本章針對中亞各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如恐怖主

義、種族衝突等議題做一背景的描繪，俾由中亞國家的發展背景，再進一步探討

美國及中共等強權國家，如何在此區域競逐。 

 

第三章：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亞政策。美國在結束與蘇聯正面對抗的冷戰時

期後，美國成為舉世獨一超強國家，沒有一個單一國家可以正面與它為敵，但是

它所面臨的新挑戰即是規模與型態不一的恐怖主義。本章從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中

心來討論其全球利益，並探討當它面對恐怖主義的挑戰而發動反恐戰爭，去論述

美國全球戰略當中，美國在中亞地區的角色及其利益所在，本章欲引用吉爾平的

「霸權穩定論」解釋美國當前的國家安全戰略，並就美國防範「霸權挑戰國」於

亞洲地區篡起，美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佈署做一探討。 

 

第四章：後冷戰時期中共的中亞政策。本章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切入，探討

中共的國家利益，並從中國與中亞地區的歷史淵源，從而論述中國大陸西北地區

少數民族獨立運動對中共國家安全的影響，並探討中共西北大開發政策及中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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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經貿往來情形；另從中共為因應經濟的發展對各項能源的需求鉅增，尤其近年

中共石油需求的缺口日益擴大，對油源的安全與穩定有迫切需要，藉此闡述中共

覬覦中亞地區油氣資源的手段；最後從「新安全觀」國家安全的著眼，探討中共

的西北邊境安全政策及中共近年來推動的區域組織─「上海合作組織」，自 2001

年起中亞國家已經納入該組織運作機制，本文試圖歸納出該組織未來在中亞地區

間的權力平衡較勁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未來的展望。 

 

第五章：美國與中共在中亞的競合關係。本章係從美國反恐戰爭以來，將權

力伸入中亞地區後與區域崛起的強權中共，在區域間產生權力的平衡與運作，並

就這些國家在中亞地區利益，諸如地緣戰略利益、經濟利益、或意識形態上產生

的各種競合關係及其影響做一探討。從「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布希宣示

發動反恐戰爭，舉起反恐作戰的大旗，籌組「反恐聯盟」，正式與全球恐佈主義

宣戰，並先後於 2002年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03年發動第二次對伊拉克作戰的

波灣戰爭，這兩場戰爭打擊的對象皆為恐怖主義。藉由反恐戰爭使得美國軍事力

量得以延伸至裡海及中亞地區。就在美國勢力伸展至歐亞大陸的同時，恰逢其時

的，中共為防範內部「彊獨」勢力的坐大及穩定周邊安全環境，中共聯合俄羅斯

及中亞各國，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宗旨，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當美國反恐戰

爭遇上了「上海合作組織」，兩者間是競爭或是合作，筆者嘗試在本章中得到一

個較清析的輪廓。並藉由中亞未來變動的權力平衡板塊這個議題，解讀美國單邊

霸權主義及中共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下，所追求多極共治的國際體系間的合作與

衝突。 

 

第六章：結論。本章總結在討論前述幾個章節中研究出的結果，做一綜合性

之結論，並歸納提出筆者對於本篇論文之研究心得。另外藉著本論文之研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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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在中亞地區的競逐中，去探尋小國於強權爭鋒時外交政策之對應，以及論證

美國所追求的國家利益即─「全球利益即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並試著探索中共

對美國霸權的「新干涉主義」抱持之態度，勾勒出中共與美國在兩個國家自許某

項事務均為其國家利益時，兩國相互衝突時所採取之政策與行為模式，俾以提供

吾人對未來美中台三邊關係互動決策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