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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 

 

關鍵字：澳洲、東帝汶、印尼、澳洲與東亞關係、澳洲安全 

 

    本計畫視東帝汶事件為自變數而把澳洲對東亞的戰略與外交看成是助變數，試圖從

此事件來檢視冷戰後澳洲東亞戰略與外交的變遷。首先剖析東帝汶問題與澳洲國內政治

以及澳洲與印尼關係的關連性，繼而探討當東帝汶危機爆發時澳洲為何以及如何調整其

對印尼、東帝汶政策的背景與經過，終而評估澳洲新戰略佈局與外交策略的意義及其對

未來澳洲與東亞關係、對台灣以及整個東亞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衝擊。 

當一九七五年印尼併吞東帝汶以來，澳洲國內即存在支持人權的理想主義者與傾向

以印尼關係為重、承認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者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當時澳洲惠特蘭

（Gough Whitlam）政府基於長遠國家利益考量採取默認印尼併吞的現實。另一方面，在

澳洲的東帝汶流亡人士結合澳洲的人權積極份子繼續為東帝汶獨立而奮鬥。 

澳洲學者塞爾指出，一九九九年一月澳洲對東帝汶的政策做了歷史性的轉變。霍華

德總理寫信給印尼總統哈比比(B.J. Habbie)建議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為使東帝汶問題達成

和解最好的辦法是未來在東帝汶自治一段時間之後舉行自決。在這段過渡時期澳洲政府

將不會改變其承認印尼對東帝汶擁有主權的立場。澳洲政府之所以做此重大政策調整主

要是認知到印尼正從威權統治過度到民主政治。三十多年來蘇哈托(Suharto)政權的威權

統治的垮台是澳洲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帝汶這個持續困擾澳洲與印尼雙邊關係此一頭痛

問題的難得機會。 

澳洲在美國支持下積極介入東帝汶維和活動並擔任維和活動的領導地位充分顯示

出澳洲在維持東亞安全的作法上已由過去的消極地維持與印尼的友好關係為基石轉變

為加強澳美合作，積極試圖掌控對其安全極具意義的東南亞安全環境。同時亦顯示出澳

洲式中型國家外交的特色之一：跟隨主義—即藉追隨強權以鞏固國家安全，並提升本國

的威望與國際地位。 
     

Abstract 
 
Key words: Australia, East Timor, Indonesia, Australia-East Asia relations, Australian security  
 

In view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declining of American presence in East 
Asia and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ustralian Labor Party （ALP）Government took a policy of actively engaging with 
East Asia in the early 1990s. Australia-Indonesian relationship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strategically Australia has made an 
effort to creat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mechanisms favorabl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as well as Australia’s security. Among the bilateral mechanisms, Former ALP Prime 
Minister Paul Keating was particularly proud of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on Maintaining 
Security （AMS）with Indonesia in December 1995. He regarded the Agreement as Australia’s 
most significant b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designed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However, subsequ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s almost wiped out Keating’s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t first, his Labor Party lost federal election in 1996. It was followed 
by Asia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the downfall of Suharto （Soeharto） regime in Ma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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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mergence of East Timor Independence Crisis in 1999. As a result, 
Australia-Indonesian relations were soured and Indonesia unilaterally ceased the AMS. The 
successive 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 Government under John Howard leadership has pursued 
a policy of active intervention in East Timor.  This posture exemplified by Howard’s 
claiming to act as America’s deputy in East Asia and Australia’s leading the UN PKO to East 
Timor has further antagonized Indonesia against Australia.  

This research proposal first analyzes how East Timor issue involves in Australi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ustralia-Indonesian relations, then explore why and how Australia 
adjusted its policies toward Indonesia and East Timor when East Timor Crisis loomed large, 
finally assess Australia’s new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nd diplomatic initiatives and their 
impacts on Australia’s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Taiwan as well as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as a whole. 

The author finds that Australia’s active intervention in East Timor crisis marked a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way of depending its security on Australia -Indonesia relations to 
strengthening U.S.-Austral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n attempt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n addition, Australia’s successful winning 
Guangdong’s LNG project worth US$16.6 billion and China’s promise to jointly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igning FTA.  For Taiwan, U.S.-Austral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s in our 
country’s interest for its function of discouraging China’s possible military adventures against 
us, while enhancing Sino-Australian economic relations may have negative implications for 
our relations with Australia.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進入冷戰後時代以來，有感於蘇聯解體、美國在東亞勢力式微以及東亞國際環境的

不確定性有增無減，澳洲工黨政府乃於九 0 年代初採取積極融入亞洲的外交政策，與印

尼的關係被澳洲視為四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另一方面，在戰略上則致力於營造有

利於東亞和平與安定以及澳洲安全的多邊和雙邊的機制。其中在雙邊機制上澳洲前工黨

總理基挺（Paul Keating）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就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與印尼簽訂維持安

全協議（Agreement on Maintaining Security）。他認為該項協議是澳洲維持東亞和平與安

定的最重要的雙邊安全機制。然而，隨後的一連串國內外發展使得基挺的戰略佈局幾近

前功盡棄。首先是他的工黨在一九九六年的聯邦大選失利，接著一九九七年的東亞金融

危機、一九九八年五月蘇哈托政權的倒台與一九九九年東帝汶獨立問題的爆發使得澳洲

與印尼關係惡化，印尼政府片面宣佈中止維安協議。繼任的澳洲聯合政府在自由黨霍華

德（John Howard）總理的領導下積極介入東帝汶危機更加深了印尼對澳洲的敵視。他

宣稱澳洲可以做為美國在東亞的代理人並爭取到由澳洲率領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到東帝

汶。   
本計畫視東帝汶事件為自變數而把澳洲對東亞的戰略與外交看成是助變數，試圖從

此一事件來檢視冷戰後時代澳洲東亞戰略與外交的變遷。首先將剖析東帝汶問題與澳洲

國內政治以及澳洲與印尼關係的關連性，繼而探討當東帝汶危機爆發時澳洲為何以及如

何調整其對印尼、東帝汶政策的背景與經過，終而評估澳洲新戰略佈局與外交策略的意

義及其對未來澳洲與東亞關係、對台灣以及整個東亞地區和平與安全的衝擊。 
  

三、結果與討論 

 

東帝汶問題與澳洲國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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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語言、文化與種族跟亞洲國家迥異，且澳洲地廣人稀不易防衛，傳統上澳洲視

亞洲為其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過去的白澳政策即在此一背景下產生。七 0 年代基於經

濟利益的考量澳洲始宣佈廢棄白澳政策。然而由於東南亞是亞洲最靠近澳洲的地區，因

此始終被澳洲看成安全威脅的首要來源，澳洲對東協的觀感迄今仍以戰略為首要考量。  

 

在澳洲對東帝汶的戰略利益上，可從四個層面來分析。首先，一個穩定的東帝汶符

合澳洲的國家利益。東帝汶所面臨的嚴重安全問題將直接影響澳洲的安全願景，並將危

及澳洲緊鄰地區的穩定。 

 

其次，東帝汶免於外力干涉亦符合澳洲的利益。因為澳洲一向擔心其脆弱而易受攻

擊的鄰國可能會招致外來強權入侵，建立戰略據點乃至於駐軍。而過去一百多年以來，

這種關切一直主控著澳洲對北面諸國的戰略政策。當 1975 年印尼兼併東帝汶時，澳洲

的態度即深受此一觀感的影響。澳洲公元 2000 年的國防政策白皮書中，在談及澳洲對

鄰近地區（包含東帝汶）的戰略利益時指出：「我們關切這些國家中任何足以危害國內

團結與穩定的主要威脅。我們也關切這些國家所遭受到的任何外來侵略威脅。我們的關

鍵利益在協助這些國家防止外來軍隊在這些鄰近國家駐軍，以免這些外來軍隊藉機攻擊

澳洲。」因為若敵軍以東帝汶為據點，將可以大為擴大對澳洲採取軍事行動的範圍。儘

管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相當低，但防止這類情況的出現仍然是澳洲恆久的戰略利益。 

 

第三，促進印尼與東帝汶的良好關係，相互明確理解彼此的利益，亦對澳洲有益。

澳洲的目的是防止印尼與東帝汶間的問題損及澳洲與印尼的關係。而澳洲在東帝汶的活

動需對於印尼的看法特別謹慎。1999 年間所發生的事件使印尼內部相當具影響力的少數

人士懷疑澳洲的動機是基於戰略野心。這些人營造出澳洲與印尼在東帝汶問題上的戰略

競爭形象。換言之，澳洲在處理與東帝汶關係時，必需將印尼的敏感與觀感列入考量，

否則澳洲對東帝汶的合法支持會形成澳洲與印尼關係緊張的來源之一。第四，就澳洲的

利益而言，澳洲不願見到東帝汶演變成一個失敗的國家，因為一個失敗的國家極易成為

跨國犯罪甚或是恐怖活動的天堂。 

 

 

東帝汶問題對澳洲與印尼關係的衝擊 

 

    基於戰略的考量，澳洲對東協政策是以多邊與雙邊的經援與安全合作來維持東南亞

的和平與安定，使其不致成為澳洲安全的威脅。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所謂的安全威脅並

非指軍事侵略或武裝攻擊的威脅而是指難民或非法移民的入侵。印尼之所以與美、日、

中並列澳洲最重要的四大雙邊關係即此之故。 

在外部安全上，東帝汶目前並未面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威脅，梅嘉娃蒂政府也明確接

受了東帝汶的獨立。但在未來，印尼的民主試驗可能會失敗。同時，更嚴重的風險將存

在於印尼與東帝汶的惡劣關係上，因而可能會導致印尼採取不合作或阻礙的政策，而這

將破壞目前東帝汶處理安全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上）的能力。在東帝汶安全機構的情

況上，東帝汶警政部門（ETPS）十分孱弱，蓋其長期以來經費不足、缺乏訓練並過渡擴

張；在司法系統上，亦處於一不良情況；在防衛武力上，主要問題在警政部門與軍隊的

角色並不明確，而近日以來軍隊與警政部門間的鬥爭則形成一警示。 

 

澳洲對東帝汶危機的因應策略 



4  

 

當一九七五年印尼併吞東帝汶以來，澳洲國內即存在支持人權的理想主義者與傾向

以印尼關係為重、承認既成事實的現實主義者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當時澳洲惠特蘭

（Gough Whitlam）政府基於長遠國家利益考量採取默認印尼併吞的現實。另一方面，在

澳洲的東帝汶流亡人士結合澳洲的人權積極份子繼續為東帝汶獨立而奮鬥。 

 

澳洲學者塞爾指出，一九九九年一月澳洲對東帝汶的政策做了歷史性的轉變。霍華

德總理寫信給印尼總統哈比比(B.J. Habbie)建議從長遠的角度來看為使東帝汶問題達成

和解最好的辦法是未來在東帝汶自治一段時間之後舉行自決。在這段過渡時期澳洲政府

將不會改變其承認印尼對東帝汶擁有主權的立場。澳洲政府之所以做此重大政策調整主

要是認知到印尼正從威權統治過度到民主政治。三十多年來蘇哈托(Suharto)政權的威權

統治的垮台是澳洲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帝汶這個持續困擾澳洲與印尼雙邊關係。 

 

澳洲新戰略佈局與外交策略 

 

自一九九六年自由黨霍華德所領導的聯合政府上台以來澳洲即特別強化與美國的

關係，尤其是安全合作。東帝汶危機被霍華德政府視為與美國加強在東亞安全合作、提

升澳洲在此一地區分攤領導角色以及掌控緊鄰地區安全能力（過去太倚賴印尼，即藉著

與印尼關係維持友好關係來保障安全，甚至不惜承認印尼兼併東帝汶的事實）的良好契

機。這種觀感的最佳寫照莫過於霍華德總理自比澳洲是美國在東亞的副警長。而澳洲在

美國支持下積極介入東帝汶維和活動並擔任維和活動的領導地位充分顯示出澳洲在維

持東亞安全的作法上已由過去的消極地維持與印尼的友好關係為基石轉變為加強澳美

合作，積極試圖掌控對其安全極具意義的東南亞安全環境。同時亦顯示出澳洲式中型國

家外交的特色之一：跟隨主義—即藉追隨強權以鞏固國家安全，並提升本國的威望與國

際地位。 
其後的二 00 一年的九一一回教恐怖份子攻擊美國紐約世貿中心事件以及二 00 二年

十月巴里島爆炸事件進一步提供霍華德政府這種作法有力的支撐。因而使澳洲提高對印

尼政策的姿態，並利用巴里島爆炸事件促使梅嘉娃蒂政府與澳洲進行反恐合作，如協助

偵察涉案的回教激進組織以及增強反恐能力等。 

 

對澳洲與東亞關係、亞太安全的影響及其對我國的意義 

 

澳洲強化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以及積極介入東帝汶問題的作法適與九七年東亞金融

危機以來增強的亞洲價值觀的東亞政經走勢相左，因而使澳洲與東協國家產生負面的衝

擊，被排除在目前以東協十加三為主流的東亞經濟整合。不過，霍華德政府積極與中國

大陸拉攏，而北京政經分離的對澳洲政策（儘管澳洲讓達賴喇嘛入境訪問，北京仍決定

將價值高達一百六十六億美元的廣東液化天然氣工程合約給澳洲 ALNG 集團）中共國家

主席胡錦濤二 00 三年十月訪問澳洲，主動接受澳洲提議共同研擬兩方簽訂 FTA 的可能

性，並表示願意助澳洲提升在亞洲的角色。此無異使澳洲得以化解自東帝汶危機以來澳

洲與東協國家間惡化的關係。 

雖然澳美安全合作日益強化對我國有利（可制衡或遏阻中共武力犯台），但是澳洲

與中共關係大幅改善以及澳洲增加對大陸的經貿倚賴將會對我國產生不利的衝擊。 

    

四、計畫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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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劃係從澳洲國家利益與國內政治糾葛的角度探討澳洲與東帝汶的關係，兼及澳

洲對印尼的政策。經過一年研究後此報告僅可算兩者關係的概觀，有待後續長期觀察驗

證與深入研究，尤其是目前東帝汶建國後仍不甚穩定，其未來發展仍將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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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本人於 92 年 6 月 13 日至 25 日先後訪問澳洲坎培拉與阿德雷德兩城市。在坎培拉

期間會見澳洲戰略政策中心 Dr. Ellie Wainwright、澳洲國立大學教授 Desmond Ball、澳

洲國防大學教授 Carl Thayer 以及墨爾本大學教授 Derek McDougall，就東帝汶問題對澳

洲戰略與外交衝擊，以及當前澳洲戰略外交發展交換意見。之後，本人又自費搭機至阿

德雷德會見 Flinders University 教授 Colin Brown，深入討論東帝汶問題與澳洲東協關係

以及澳洲與東亞安全等相關發展，此行收穫頗豐。尤其是澳洲學者的最新看法與分析是

書本與學術性期刊上文章所無法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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