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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在於透過系統研究途徑 (system approach) 與地緣政治研
究途徑 (geopolitics approach) 研析1992至2004年期間獨立國協 (CIS) 國家對台
海兩岸的政策與立場。本文將闡釋該地區國家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內外在環境驅動
因素，並檢視中國在該地區的政策與作為，特別是檢視中國所採取防範阻撓我國
拓展與該地區國家發展關係的作為。同時，本文也將探討中國與該地區國家之間
存在的矛盾與問題，以掌握雙方發展關係的侷限，從而掌握我在該地區拓展實質
關係的機會與空間。本研究計劃之成果期能提供有關單位拓展我與獨立國協國家
實質關係之決策參考。
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全球戰略安全格局發生劇變；獨立國協應運而生。此
一國際新形勢，為我國在此一地區提供了發展的空間。然而，由於中國的嚴密防
範與多方阻撓，使我國在該地區拓展國際空間的努力倍增困難。因此，研究該地
區國家對台海兩岸的立場與政策，中國對該地區國家的政策與作為，以及兩者之
間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對於我國在該地區拓展國際空間的努力，無疑具有重大意
義。
本文論點為：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國家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制定，受到其國
家安全概念、戰略三角政治互動、以及中國政策與作為等因素的影響。本文將分
成五節。第一節：緒論。第二節：獨立國協之形成及其國家安全概念之定位。第
三節：獨立國協國家對台海兩岸之政策：1992-2004。第四節：獨立國協國家對兩
岸政策之國際戰略因素：1992-2004。第五節：結論。

關鍵詞：獨立國協、俄羅斯、中亞、高加索、國家安全概念、對外政策方針、
俄中關係、戰略三角、台海安全、系統研究途徑、地緣政治研究途徑。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analyze policies of states of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towards both sides across Taiwan Straits during the period
1992-2003. Employing the system approach and the geopolitics approach,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of policies of states in this area
towards both sides across Taiwan Strait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survey, and examine
China’s policy towards and conduct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examin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to prevent Taiwan from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states in this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existing
between China and states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discern the limits of Sino-CIS
relations and, accordingly,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for us to develop the substantial
relations with states in this area. The results of this project is expected to be able
providing concerned institu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making concerning policy for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CIS states.
The mechanism of CIS was created at a time when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strategic security had been dramatically chang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owards the end of 1991. Thi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rovided us with opportunity to develop relations in this area. Nevertheless,
China’s active interference constitutes a great obstacle to our efforts in this respect.
Therefore, a study on policies of CIS states towards both sides across Taiwan Straits,
on China’s policy towards and conduct in states of this area, and on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exis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states, undoubtedl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efforts in this area. The thesis of this study is that: policies of
CIS states towards both sides across Taiwan Straits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survey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the domestic
politico-economic consideration of CIS state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s and conduct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will be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CIS states’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ir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
Chapter 3: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1992-2003.
Chapter 4: The influence of CIS states’ domestic politico-economic factors: 1992-2003.
Chapter 5: The impetus of China factor. Chapter 6: Conclusions.
Keywords: CIS, Russia, Central Asia, Caucasu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Russo-Chinese relations,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security
across Taiwan Straits, system approach, geopolitics approach.

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在於透過系統研究途徑 (system approach) 與地緣政治研究途徑
(geopolitics approach) 研究1992至2003年期間獨立國協 (CIS) 國家對台海兩岸的政策與立
場。本文將闡釋該地區國家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內外在環境驅動因素，並檢視中共在該地區
的政策與作為，特別是檢視中共所採取防範阻撓我國拓展與該地區國家發展關係的作為；
同時，本文也將探討中共與該地區國家之間存在的矛盾與問題，以掌握雙方發展關係的侷
限，從而掌握我在該地區拓展實質關係的機會與空間。本研究計劃之成果期能提供有關單
位拓展我與獨立國協國家實質關係之決策參考。
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全球戰略安全格局發生劇變；獨立國協應運而生。此一國際
新形勢，為我國在此一地區提供了發展的空間。然而，由於中共的嚴密防範與積極阻撓，
使我國在該地區拓展國際空間的努力倍增困難。因此，研究該地區國家對台海兩岸的立場
與政策，中共對該地區國家的政策與作為，以及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對於我國在
該地區拓展國際空間的努力，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基於此一認識，本文試圖回答下列問題：
（一）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國際風雲丕變。此一國際戰略安全新格局對獨立國協國家之
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對外政策方針有何衝擊；從而，對其台海兩岸政策有何影響？（二）1991
年底蘇聯解體後，戰略三角政治互動重新盤整：1990年代初期，俄羅斯對外政策向西方傾
斜；1996年，俄中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抗衡美國；然而，2001年911事件對戰略三角
格局造成重大衝擊，從而對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產生重大衝擊。此一戰略三角政
治互動對獨立國協國家之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對外政策方針有何衝擊；從而，對其台海兩岸
政策有何影響？（三）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國家順勢改變了經濟發展與改革道
路，轉而實行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獨立國協國家財政體制的轉軌是在政局不穩、經濟滑坡
的嚴峻形勢下進行的。在其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急速轉軌過程中，其政經體制發生根本變
化：此一政經體制根本變化具有何種特徵與需求；從而，此一政經體制特徵與需求對其台
海兩岸政策有何影響？（四）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中共積極推展與獨立國協國家的關係；
中共對該地區國家的政策與作為，對於我在該地區拓展實質關係的努力產生何種影響？同
時，中共與該地區國家之間存在何種矛盾與問題；這些矛盾與問題是否為我提供發展的空
間與機會？
本研究計劃分成五節。第一節：緒論。第二節：獨立國協之形成及其國家安全概念

之定位。本節共分為五項，分析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的成立經緯，以及1992-2003期間獨立
國協國家之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對外政策方針的形成過程，從而掌握該地區各國對台海兩岸政
策的國家安全考量因素。第三節：獨立國協國家對台海兩岸之政策：1992-2004。本節

分為三項，分別闡述獨立國協東歐四國、高加索三國、以及中亞五國對台海兩岸之政策。
第四節：獨立國協國家對兩岸政策之國際戰略因素：1992-2004。本節特別將從戰略三
角互動的層面分析獨立國協國家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國際體系因素。其中蘇聯解體後北約東進;
1996年俄中宣佈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9年北約在巴爾幹半島的軍事行動; 2001年上海合作
組織的形成; 以及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在中亞的軍事行動，對戰略三角互動所產生的衝擊，
從而對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產生重大衝擊，並連鎖對獨立國協各國的國家安全概念及其對
外政策方針產生重大衝擊. 此一戰略情勢的發展,將是本節觀察分析的焦點.本節將分為三
項，第一項檢視蘇聯解體後戰略三角互動中，俄羅斯因素對獨立國協國家之台海兩岸政策的
衝擊。第二項研析蘇聯解體後戰略三角互動中，中國因素對獨立國協國家之台海兩岸政策的

衝擊。第三項闡述蘇聯解體後戰略三角互動中，美國因素對獨立國協國家之台海兩岸政策的
衝擊。第五節：結論。本節總結本文之論述。

三、結果與討論
本文採用系統研究途徑 (system approach)及地緣政治研究途徑 (geopolitics
approach)進行分析研究。
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全球戰略安全格局發生劇變；獨立國協應運而生。此
一國際新形勢，為我國在此一地區提供了發展的空間。然而，由於中國的嚴密防
範與多方阻撓，使我國在該地區拓展國際空間的努力倍增困難。因此，研究該地
區國家對台海兩岸的立場與政策，中國對該地區國家的政策與作為，以及兩者之
間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對於我國在該地區拓展國際空間的努力，無疑具有重大意
義。
本文論點為：蘇聯解體後，獨立國協國家對台海兩岸政策的制定，受到其國
家安全概念、戰略三角政治互動、以及中國政策與作為等因素的影響。在上述因
蘇影響之下，獨立國協12個會員國對兩岸政策全部都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並且都
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與臺灣
發展官方關係。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國家安全受到北約東進的威脅，於1996年4月與中國建
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便聯手抗衡美國。然而，由於地緣政治因素以及歷史的
恩怨，中國的迅速崛起使俄羅斯備感威脅。俄羅斯有識之士呼籲對於軍售中國以
及俄中戰略夥伴關係重新檢討。911事件之後，普欽掌握契機與美國進行和解，
並進而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圖制衡中國的可能威脅。
獨立國協其他國家衛了防範俄羅斯捲土重來，除了白俄羅斯與阿爾蔑尼亞之
外，都採取親美的對外政策路線。而中亞五國則為了避免前門拒狼，後門進虎，
對中國的親善政策都懷有戒心。哈薩克官方欲藉著軍事合作來促進和中國經濟合
作，以及解決邊界解禁、邊界非軍事化等議題，並共同對付回教極端份子，但對
中軍售相當有限。吉爾吉斯情況和哈薩克非常類似。塔吉克與中國軍事合作限於
軍事交流，無重大的軍售案。其他：格魯吉亞、阿爾蔑尼亞、阿杰爾百占、土庫
曼和摩爾多發，並沒有和中國有重要的軍事合作。
中國對內與對外政策的定位與作為，影響獨立國協國家對中國政策的走向。
中國與獨立國協國家一樣，需要一個安定的周邊環境以便順利推動國內政經改
革；需要發展與對方的雙邊經貿關係，以便互補其各自本身天然資源與產業條件
之不足，從而挹注其總體經濟之發展。因此，雙方之經濟合作確實有其互利的基
礎。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試圖透過經濟力量影響中亞地區。2001 年 6 月成立的上海合
作組織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 SCO) 是由中國主導。該組織標榜
積極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並強調其成員國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

企圖透過該組織抗衡北約東進，進而爭霸中亞。然而，在 911 事件之後，美國順利
軍事進駐中亞，中國的企圖受到嚴重挫折。
美國在高加索及中亞的政策，在於分化獨立國協的組織，並進一步控制裏海地
區的石油及天然氣。美國明白表示，其在外高加索地區的政策，就是設法將俄羅斯
勢力逐出，並將裏海的石油和天然氣從莫斯科的掌控下解放出來。普欽上台以來，俄
羅斯打算推動建立一個包括俄羅斯、阿杰爾百占、伊朗、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在內的
「裏海五國聯盟」（佔世界天然氣儲量近一半），企圖建立一個共同的天然氣戰略，來確立
和增強俄羅斯及其能源盟國在世界能源市場的優勢。對美國而言，這樣一個裏海聯盟簡直
就是「第二個歐佩克」 (OPEC)，這個聯盟的實現將是美國寢食難安的夢靨。

2002 年 8 月，美國進行一項代號「千年挑戰 2002」的反恐怖演習，其後半段和
俄羅斯裏海演習聯線。這次美俄聯合軍演，從美國本土延伸到亞洲心臟。表面上是
反恐演習，實際上是美俄在能源利益相競逐與戰略利益相配合取得均衡點的顯現。
美俄戰略夥伴關係的積極表現，使得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企圖再度受到嚴重挫折。
綜合分析：獨立國協 12 國，白俄羅斯和阿爾蔑尼亞採親俄立場。而俄羅斯則一
方面在俄中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框架之下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一方面則與美國進
行積極的戰略合作，以防範中國迅速崛起所造成的可能威脅。因此，獨立國協的親
俄集團與中國的戰略合作由其侷限。而獨立國協的其他國家則採清向西方的親美立
場，以防範俄羅斯勢力捲土重來。因此，獨立國協的親美集團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同
樣有其侷限。在此複雜的情況之下，我國應該一方面與俄羅斯積極加強各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一方面則應該積極配合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以拓展我在該地區的實質
利益與國際空間。
由於國內有關本研究主題之相關資料文獻較少，因此主要運用英文及俄文資料
來源。此外，本計劃主持人原擬於研究期間赴獨立國協各國的主要城市進行實地考
察，並參訪各國主要研究機構，蒐集有關第一手資料。同時並將對獨立國協各國有
關決策人士及參與有關事件人士進行訪談，以補文獻之不足。惟因經費所限而未能
成行，以致未能達成上述目標。希望在未來進行後續研究時，能夠完成該項目標。
四、計劃成果自評
(一) 本論文如期完成下列三個項目之分析工作：
1•獨立國協國家對兩岸政策的內容。
2•獨立國協國家對兩岸政策的考量因素。
3•獨立國協國家對兩岸政策的戰略意義，以及我國因應之道。
(二) 本論文預期在下列兩方面有所貢獻：
1•學術研究方面：
拓展對獨立國協問題之區域研究。
拓展對台灣與獨立國協戰略安全關係發展的研究。
介紹以系統研究途徑以及關聯研究途徑分析獨立國協國家對兩岸政策之決
策研究法。

2•國家發展方面：
有助於了解我國在全球以及亞太安全格局變遷中的處境。
有助於評估獨立國協國家對兩岸政策對台海安全可能造成的衝擊。
3•其他應用方面：
-- 提供我國有關機構制定國防安全相關政策之重要參考資訊。
4˙參與研究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
本論文聘請專任助理協助研究。透過本計畫之研究過程，該助理在研究方法
上以及專業知識上，將可獲得嚴格之專業訓練。因此，本研究計畫將有助於
我國對獨立國協區域研究的人才之培訓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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