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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亞太安全環境與東協區域論壇之成立 

國際社會兩極化對抗的結束，終結了以軍事戰略為唯一安全主宰的思維方

式，而對於軍事層面外的經濟、社會等面向所產生的安全議題進行了更進一步的

探索與研究，這些新的安全思維也逐漸在學術界上引起廣泛的討論。然而，本章

所提及東南亞安全，仍然是以「傳統」安全的觀點為主要的範疇，從政治、軍事

戰略與權力的角度，藉著探究東南亞特殊安全觀形成的背景以及強權在該區域扮

演的角色，或許會更清楚也更容易找出促成東協區域論壇的因素。 

第一節 亞太安全環境 

二次戰後，東南亞國家相繼脫離被殖民的地位而獨立；然而，隨之而來並不

是自主權的取得，而是必須依附強權而生存的「冷戰時期」。在冷戰期間，東協

國家協會的產生雖促進了東南亞國家間的合作；但在美蘇對抗的態勢下，東南亞

國家不可避免的仍因過分涉入強權衝突而受到波及。 

冷戰結束，美蘇對抗的兩極體系告終，東南亞國家不再需要隨強權起舞，冷

戰時期因過分涉入強權衝突而受到傷害的局面不再；然而，蘇聯勢力在亞太地區

的減弱，象徵著權力平衡的局勢不再，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撤軍，更讓亞太地區

權力局勢出現了變化，而出現所謂「權力真空」的現象。外在安全環境的改變所

出現的不穩定，使得東南亞國家有了新的安全思維－催生「多邊安全機制」。 

一、冷戰時期－美蘇兩極體系下的權力平衡 

冷戰期間，美國與前蘇聯分別支持各地區的民主與共產政權，對盟邦與該陣

營所扶植的國家給予軍事上的支持，並在各區域內進行圍堵與反圍堵的軍力部

署，這類軍事面向的展現也出現在東南亞地區。對東南亞地區這些戰後新興小國

而言，在冷戰結構中僅能扮演被動的角色，且對於美蘇等強權國家所做的政策，

也只能做出相應的行為，在安全事務上缺乏自主權。33是故，東協國家雖欲降低

強權主導東南亞安全事務的力量，但基於強權在區域安全上的穩定力量，還是讓

強權的力量持續影響著東南亞安全議題。 

二、後冷戰時期－安全環境的變化 

                                                 
33 陳鴻瑜，〈東南亞安全與預防外交〉，《戰略與國際研究》，第 3 卷第 1 期（2001 年 1 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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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戰結束後的國際環境變化，無可避免地，進一步影響了東南亞的區域情勢

使得冷戰後的東南亞環境產生了變化，主要的變化包括： 

（一）美蘇勢力的消退 

在冷戰時期美國在菲律賓、蘇聯在越南均有駐軍，以發揮美蘇各自在東

南亞地區的影響力。但是隨著冷戰結束蘇聯因國內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不

再維持其在東南亞軍力的部署，而自越南撤軍。美國則在菲律賓參議院反對

美軍繼續租借菲國軍事基地，以及國內財政赤字與民意的反彈聲浪下，於

1992 年從菲律賓撤軍。 

隨著美蘇軍事力量撤出東南亞，東南亞地區沒有一個國家具有足夠的政

治、經濟與軍事力量來穩定整個東南亞的區域安全，而導致了「權力真空」

現象的產生。 

（二）區域力量的抬頭 

以往在冷戰時期由超級霸權所主導的兩極權力結構，在冷戰結束後逐漸

瓦解，隨著基於地緣政治的多極化國際體系逐漸成形。例如：蘇聯雖解體，

但俄羅斯在軍事上的能力仍能影響東北亞及歐洲的區域安全；日本在經濟上

的成就所帶來的自信，讓日本也欲挾著強大經濟力，而加強政治影響力；中

共在經濟發展成功後，使其原有的軍事力量獲得更進一步的提升，使其在東

亞區域政治上佔有一席之地；南亞部份，印度、巴基斯坦也因擁有核武而影

響立大增。 

而東南亞地區位處亞洲、歐洲以及非洲的海上要衝，由於該區域戰略地位的

重要性，使得列強殖民觸角伸向了東南亞，先後建立了殖民地，列強也在東南亞

上演了權力平衡的戲碼。二次大戰之後，獨立建國的東南亞國家雖擺脫被殖民之

定位，但在冷戰時期卻捲入了美蘇強權爭霸中，形成必須依附強權才得以維持安

全的局面。冷戰後，亞太地區的權力真空讓東南亞更顯不安全，因此東南亞國家

希望藉由彼此間透過合作的方式來形成安全網絡。這些因素導致東南亞國家一方

面仰賴與大國的合作以達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卻又希望藉由區域內國家合作來降

低大國勢力過度介入的特殊東南亞安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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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亞太安全中的關鍵國家 

冷戰結束象徵著美蘇兩極對抗也劃下句點，也進一步表示東南亞的安全將由

強權全球戰略佈局逐漸往區域安全的面向收縮。區域權力分配的改變呼應著外部

強權勢力在東南亞的此消彼長，影響東南亞安全的關鍵角色也出現了變化。美國

雖自 1992 年起不再於東南亞維持軍事基地，但美國在東南亞安全上仍舊佔有重

要的地位，且透過政經與軍事合作的方式，維持美國在東南亞的利益。 

美蘇相繼減少其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使得該地區呈現權力真空（power 
vacuum），這給予了極力提升綜合國力的中國一個良機。而中國的崛起讓周邊的

國家倍感不安，東南亞國家更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威脅」，也為東南亞安全帶來

了不穩定的變數。 

亞太區域權力真空的態勢，也給了積極提升國際政治地位與企圖恢復軍事大

國的日本，向外擴充軍力與影響力的好時機。34此外，印度更在冷戰結束後，走

出不結盟的中立政策，努力建立次強的地位，積極推動「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希望把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勢力擴展到南海與東南亞地區。35 

區域安全中強權的影響是東南亞國家始終無法避免的問題，美國勢力的抽離

與再部署、中共崛起所帶來的威脅，以及日本與印度積極擴張，勢必在東南亞區

域發展出新的權力重組，也創造出一個不穩定的態勢。雖然東南亞國家從冷戰時

就希望能增加對區域安全事務的主導權，但如何降低強權的勢力或是抗拒強權的

影響，或許是東南亞國家最難解也最重要的課題。而在東北亞的情勢因北韓核武

問題所導致的緊張情勢，也是美國、中共、日本所關切的焦點。 

壹、亞太區域安全的穩定角色－美國 

區域安全免不了受到強權的介入，這個情形歷史上屢見不鮮。歷經了四十年

的對抗，九○年代初期，蘇聯勢力的瓦解，象徵著冷戰的結束，美軍也逐漸從東

南亞撤離。雖然美軍的撤離連帶地弱化了美國以軍事力量維持東南亞安全的態

勢，但美國在二十世紀末再度以不同面向的力量來維繫美軍在東南亞實力的展

現。冷戰結束，美國重新評估東南亞區域戰略情勢與發展新的軍事部署與反應策

略，雖不再維持軍事基地與撤軍，卻仍以外交、軍事力量的存在及軍事演習與協

議等方式，繼續扮演維持東南亞穩定的角色，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的利益。 

                                                 
34 林宗達，《戰區飛彈防禦與台海安全》（台北：時英出版社，2000），頁 4。 
35 《亞洲時報在線》，〈胡錦濤訪印：中印關係面臨四大障礙〉，（2006 年 11 月 22 日），請參照

http://www.atchinese.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5508&Itemid=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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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國在東南亞安全的定位 

亞太地區對美國具有特殊意義，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Zbigniew Brzezinski 在

《大棋盤》中曾指出，亞太地區是美國地緣政治的樞紐，會直接的影響美國對全

球事務的支配與軍事部署。36其次，美國認為亞太地區存在三個新的威脅：一是

恐怖主義的盛行；二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三是區域性新興強權崛起

所帶來的威脅。37 

因此，如何維持區域的「穩定」，成為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甚至是在亞太

地區獲得最大利益的前提之一，畢竟一個衝突與威脅不斷的東南亞或是亞太地

區，只會讓美國耗費過多的資源與成本來維持區域性的安全與穩定。例如：冷戰

時期美蘇在東南亞勢力的競逐，美國為了穩定東南亞情勢、防止中南半島的赤

化，在東南亞建立了許多軍事基地，甚至直接在當地部署軍力，也因而投入過多

的資源。 

然而，東南亞各成員國之間的南海群島主權糾紛始終未能解決，長期以來成

為引爆東南亞衝突的導火線；其次，東南亞國家始終沒有建立一個區域性的多邊

安全機制，在各國軍事資訊透明性不足的情況下，也更增加了東南亞安全的不確

定因素。因此，為了保障美國的利益，美國仍持續在亞太地區維持一定數量的軍

事力量，甚至增加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演習行動，並且達成軍事協議，以增進區

域的安全與穩定。軍事力量的展現成為冷戰後美國以外交手段因應東南亞未來危

機的後盾，進而實現美國對區域安全的承諾及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勢力。 

美國在東南亞區域安全的舞台上始終扮演著一個權力結構的「平衡者」與區

域秩序的「維持者」，尤其在反恐戰爭後，對亞太地區戰備與反恐地位的重視，

突顯東南亞在美國國家安全戰略中仍維持重要的地位，也將美國的注意力逐漸由

歐洲轉移至亞洲，甚至希望能透過勢力再度深入東南亞，重拾對於亞太地區事務

的主導權，並擴大其在該區域的影響力。38 

二、 美國給東南亞的安全承諾 

美蘇爭霸結束象徵著東南亞的安全環境出現了轉變，也出現了更多的不確定

性。雖然冷戰結束初期，美國仍舊維持軍事駐防，與軍事基地；然而，從美國的

戰略部署角度來看，一是東南亞的重要性卻遠不及歐洲、東北亞與中東等地；再

者，美國經濟與社會情況的惡化，導致美國國內認為不需要過份涉入全球事務。

                                                 
36 Zbigniew Brzezinski 著，林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略大思考》，（台北：立緒出版社，1998
年），頁 198。 
37 美國國防部 2006 年版《四年防務評論報告》，請參照

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51757/58063/index.html。 
38 Robert Kagan and William 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當前威脅－美國外交與國防的危機與契

機》，（台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2 年），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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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決定裁減在亞洲的駐軍，而菲律賓參議院也於 1991 年否決美軍繼續

駐防菲律賓的提議，並終止美國軍事基地的租約。菲律賓此舉促使了美軍從東南

亞的撤出，美國在東南亞的駐軍與軍事基地也於 1992 年劃下了休止符。 

然而，美國的撤軍與美國在東南亞軍事存在的改變雖成為事實，但美國仍以

不同的形式持續其對東南亞的安全承諾。包括軍事上，美國持續強化和維持與區

域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重建美軍在東南亞地區進行軍事部署所必須的停泊修護

等候勤支援，維持美國軍力以隨時對東南亞戰略不穩定的態勢做出反應。美國在

亞洲的利益是維繫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並阻止本區域其他單一或集團強權的

出現，也由於美國的戰略部署在於減少在亞太地區的駐軍，因此當危機或衝突發

生時，美國會以相對優勢的「決定性武力」加以介入，速戰速決。39 

另外，外交上，美國重申美國的勢力將不會退出東南亞，並積極在區域安全

問題上扮演穩定的角色。美國在 1992 年終止在東南亞的軍事基地後，在東南亞

的駐軍主要作為中東與南亞軍事部署的後勤補給，也使得美軍在東南亞的嚇阻力

量相對地降低。然而，1998 年 11 月發表的《東亞戰略報告》East Asian Strategic 
Report 指出，美國將在亞太地區「加強存在」（presence plus）。40美國前助理國防

部長 Kurt Campbell 也在當月表示：「美國決心增進與東南亞國家的全面性接觸與

軍事訓練…這是某種低於設立基地卻高於偶爾進行訪問的一種安排。」41 

美國於 1992 年將蘇比克海軍與克拉克空軍基地正式移交菲律賓之後，便極

力尋求新的基地以期恢復西太平洋地區軍事基地體系的平衡。此時，素有「東方

直布羅陀」之稱的新加坡向美國招手了，先於 1998 年與美國達成協議，允許美

國軍艦「自由使用」樟宜海軍基地。2000 年更達成美軍在樟宜建設美軍大型深

水碼頭的協議，提供美航空母艦等巨型艦艇停泊與維修等候勤支援之用。此舉讓

美國的海軍艦艇得以停泊在東南亞港口，展現美國以強大海軍嚇阻衝突的能力，

進而化解衝突或減低東南亞不穩定的局勢。 

隨著反恐戰爭與印尼峇里島爆炸案發生後，美國進一步加強與亞洲主要盟國

之間的雙邊軍事聯繫，透過在東南亞開闢「反恐第二戰線」，逐漸加強在東南亞

的軍事存在與軍事活動，將其勢力更深入東南亞。422001 年，美國在亞太地區進

行六十多次聯合軍事演習，其數量、頻率與規模均創下冷戰結束後的紀錄，其中

絕大多數演習是在東南亞舉行。因而，加大反恐力道，以及協助東南亞國家進行

反恐作戰，成為「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軍事力量重返東南亞的重要方式。 

                                                 
39 Colin L. Powell,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S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92), pp.6-7. 
40 Bruce Stock and James Shinn, The Test of War and the Strains of Peace: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y Group Papers, 1998), pp. 35. 
41 胡鞍鋼主編，《中國大戰略》（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 105。 
42 翟坤，〈二○○二的東盟〉，《國際資料信息》，第 2 期（2003 年），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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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南亞國家對美國軍事存在的觀感 

冷戰後，美國軍事力量的消退，一方面是美國不願意付出過多的成本維持在

東南亞的軍事基地，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東南亞國家拒絕美國過度在區域內部

署大量的軍事力量。除了新加坡與美國維持密切的軍事關係，以及泰國與美國仍

維持軍事協定並定期舉行軍事演習外，印尼及馬來西亞等其他的東南亞國家仍秉

持反對強權干涉與主導區域安全議題的原則，希望能侷限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力

量。 

對東南亞而言，冷戰後美國軍事的存在象徵著：防止中共或其他單一力量的

崛起，制約其在東南亞的力量。如印尼、馬來西亞等大國雖對美軍駐軍東南亞不

具好感，但冷戰結束初期美國撤軍所導致美國勢力的消退，卻也可能對冷戰後局

勢不明的東南亞安全態勢帶來極大的影響。因此，東南亞國家大多希望美國在東

南亞安全議題上是扮演一個「平衡者」的角色，而不是軍事勢力的再深入。 

由於冷戰後亞太權力重組所帶來的不確定局勢以及面對中共崛起所導致的

威脅，東協國家仍舊希望美國能在東南亞地區維持安全上的存在事實，扮演好一

個區域安全平衡的角色；但隨著東南亞國家整體力量的提升，另一方面東南亞國

家更不願被區域外的強權主導安全事務，甚至希望透過自身的力量來建構安全，

在外交上採取主動積極的態度，企圖擺脫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干涉，以主導東南

亞地區安全事務的走向。 

貳、亞太區域安全的威脅角色－中共 

中共的軍事與經濟力量的提升導致了中國的崛起，而其對區域安全的介入與

參與更造成了亞太區域權力的改變。一個國力持續增長的中共，擁有與日俱增的

政治影響力以及威脅東南亞與周邊國家的軍事力量，隨著其介入東南亞事務意願

的提高以及與東協國家在南海主權上的爭議，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威脅論」的恐

懼便油然而生。 

一、中共的崛起與「中國威脅論」的出現 

冷戰結束初期，美蘇勢力撤出東南亞，由於沒有一個國家具有足夠力量可以

成為東南亞區域安全的穩定力量，也引發了東南亞地區的「權力真空」。中共於

二十世紀八○年代開始致力於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此舉使得中國經濟前景看好，

也順勢提升中國的整體國力。 

身為全世界人口總數最多的國家，以及盼望重返昔日世界中心的憧憬，中國

開始致力於提升綜合國力，朝「大國」的目標邁進。而隨著中共國力的不斷提升，

中共不僅在亞太地區，而且也在全球性國際事務中不斷擴大影響，成為多極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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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要的一極。 

「中國威脅論」的聲音大約是在美國自菲律賓軍事基地撤退的 1992 年開始

出現。當年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院」（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亞洲

部主任 Ross H. Munro 在《政策評論》Policy Review 季刊中發表文章，指出中共

近年來積極自前蘇聯取得先進武器，將顯著提高北京對中國大陸領土以外地區的

軍事干預能力。43另外，美國《時代週刊》Times 也以專題報導，認為中共以興

起主導東亞地區的野心，中共建立遠洋海軍，旨在將其勢力擴展到南海海域。44 

長久以來，中共就與東協國家在南海海域上發生不少次的武裝衝突，使得東

協國家與中共在南海的關係隨時劍拔弩張。冷戰結束後，更由於中共綜合國力的

提升，興起了中共主導東亞的野心，中共勢力亦順勢得以擴展到南海海域，宣示

其對南海的主權，這挑起了東協國家最敏感的神經－「南海主權」問題，「中國

威脅論」的言論也在東協國家間不脛而走，更在國際傳媒上形成一股風潮。 

中共是冷戰後亞太地區竄起速度最快的新興強權，也是影響亞太未來政經體

系發展主要力量之一，更是亞太地區對美國既有領導地位最具威脅的國家。「中

國威脅論」源於經濟上施行改革開放政策，導致經濟實力大幅提升，且伴隨著中

共經貿實力的成長，中共更積極進行國防武器的現代化，並增加了國防預算的額

度。中共國力的迅速提升，明顯地觸動冷戰後亞太權力真空的微妙關係，且在全

世界主要大國都進行軍備裁減的同時，中共增加軍費開支的舉動，此舉為周邊區

域國家帶來了恐懼與威脅，更令人聯想到中共意欲對外擴展勢力，進而取得對亞

太地區事務主導權的野心。因此，「中國威脅論」不僅是亞太地區弱勢國家對尚

未發展出能有效牽制中共崛起的憂慮；中國勢力的崛起所隱含的戰略壓力，也對

美國整體亞太戰略佈局造成衝擊。45 

一、 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威脅論」的觀感 

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威脅論」的反應不一，基本上東協國家對中共的觀點

主要來自於中國的戰略態勢以及在南海議題而定。例如：馬來西亞前總理馬哈迪

曾表示：「東亞地區最令人憂心的發展就是中國的崛起與逐漸強大。」主要是因

為中共的軍備發展與更新會引發日本採行軍備平衡政策，導致亞太地區的緊張局

勢。46 因此，馬哈迪主張對中共採行「建設性交往」的方式，透過與中共達成

信心建立，促進共同的利益。所以，馬來西亞是比較支持中共，也不贊成所謂的

                                                 
43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1992), p. 10-16. 
44 James Walsh, “China: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Time (May 1993), p. 15-39.  
45 李文志，〈「中國威脅」與美國的對策：介入？圍堵？〉，《國策期刊》，第 129 期（1996 年 1 月

9 日），頁 12-16。 
46 Michael Richardson, “China’s Military Secrecy Raises Suspicions,” Asia-Pacific Defense Reporter 
（June-July 1993）,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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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脅論」。 

對新加坡而言，雖然中共日漸增強的力量與軍備擴張將激發周邊國家的憂

慮，而且中共的政治與軍事野心也會帶來不安全感；但新加坡相信基於經濟發展

的需要，中共應該是不至於破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47因此，新加坡希望在承認

中共為東亞霸權的情況下，與中共採取合作、接觸的方式，而非以抗拒的態度來

交往。 

菲律賓、越南與印度對中共則充滿了高度的戒心。菲律賓與越南皆因南海主

權問題與中共產生正面的武裝衝突；而印尼政府對中共積極改善與東協國家的關

係，但中共在南海爭議的強勢軍事行為，讓印尼對中共的軍事擴張更為關切。48 

隨著中共與東協自由貿易區協定的簽署與經濟合作計畫的開展下，中共經濟

上與東協國家的合作與日俱增，東協國家對中共的態度雖已不再如中共崛起之時

那麼恐懼，然而對於中共朝向區域強權的發展走向卻仍表示了憂心。尤其當中共

使用武力解決攸關東協國家權益的南海問題時，更使東協國家不得不相信中共已

經具備了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地區霸權的能力與決心。 

參、區域新興勢力的崛起企圖填補權力真空 

冷戰後，美國減少對全球性及區域性安全事務的介入，因此日本基於本身利

益與安全的考量，在其外交與軍事政策上進行了調整。日本雖受憲法限制，國防

不得將自衛隊發展成軍隊，甚至展開軍事行動，但由於日本經濟力量雄厚，其軍

事總額亦相對龐大，以及在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後，日本的軍事擴展逐漸影響東

南亞各國的疑慮。 

此外，隨著印度實行強勢外交作為，逐漸走出戰期間不結盟的中立政策，推

動以「東望政策」為主的東南亞戰略，逐步擴展其勢力至南海和東南亞，希冀將

東南亞構築為亞太戰略突破口，企圖建立次強權的地位，作為平衡地區發展的重

要力量。 

而亞太地區第三勢力的不斷崛起，也導致本區域擺脫了過去冷戰時期的兩極

對抗態勢，呈現一個多元權力互動的新格局。 

一、日本經濟力量的持續強化與軍事力量的復甦 

第二世界大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安全維護下，不斷發展自身的經濟建設，並

獲得了顯著的成就，所以亦希望在國際政治上也能獲取與其經濟力量相稱的地

                                                 
47 陳欣之，同前註，頁 72。  
48 David B. H. Denoon and Wendy Frieman, “China’s Security and Strategy: The View From Beijing, 
ASEAN, and Washington,” Asia Survey, Vol. 36, No. 4 (April 1996), p. 429. 



23 

位。特別是在冷戰結束之後，亞太局勢發生變化，權力結構出現真空現象，更促

使日本思考其未來在國際政治上的角色與定位。因此，進入新世紀，日本正試圖

進行全面改革，以期成為一個「正常國家」（normal nation），並成為「多極體系」

中的重要一極，在與大國共同管理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扮演亞太的新戰略角

色。 

日本不僅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也是本地區軍費支出最龐大、軍事技術最新

進的國家。八○年代中期以後，日本國內關於「大國化」的言論不斷出現，中曾

根政府時期，曾提出「謀求日本政治大國的地位」，之後為避免爭議遂將「政治

大國」改為「國際國家」；而在海部任內時，日本國內有關日本應成為「政治大

國」的議論達到高潮。儘管日本自二十世紀九○年代初之後，經濟發展情況不若

以往之繁盛，但並未動搖其經濟強國的地位；因此，謀求與自身經濟大國相稱地

位的政治大國，便成為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標。1991 年日本外務省次官栗山尚一

發表「動盪的九○年代和日本外交政策的新發展」，主張日本能盡快突破「中小

型國家」的外交模式，實行「具有大國特點」的外交，使日本成為能夠影響世界

經濟和國際政治的大國。49 

其次，日本為提高其安全戰略地位，密切與美國保持軍事同盟，強化地區安

全合作，力圖在亞太地區發揮重要作用。冷戰結束使得美日對之間的同盟關係有

了重新的定位。1997 年制定「美日防禦合作新指針」；1999 年日本國會根據該項

新指針，通過以「周邊事態法」為核心的三個相關法案，使鄰近各國懷疑其軍事

發展的動機；2001 年通過「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與「自衛法修改案」，取消

對自衛活動範圍的限制，並為海外出兵的行動尋求法律的依據。50  

再者，北韓的核子與導彈發展計畫，長久以來令日本產生強烈的不安全感，

進而提供其加強本國軍事建設的藉口。511998 年，北韓發射「大浦洞-1」的導彈

之後，日本要求再軍事上更加自主的呼聲便日益高漲，並與美國合作開展「戰區

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之建立。  

此外，日本除了軍事力量復甦，經濟力量也持續影響東南亞國家。例如：2001
年與新加坡締結自由貿易協定；與泰國、菲律賓和馬來西亞於 2004 年締結自由

貿易協定並展開談判；同意給予印尼約 10 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以及協助越南開

發湄公河流域等。日本希望透過強化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的合作，謀求擴大其

於亞太地區的領導地位， 

日本的經濟力量持續影響東南亞國家，積極開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再加

上本身軍事力量的復甦，其欲建立以日本為主的亞太新秩序，企圖重新掌握對東

                                                 
49 田中青，《站在起跑線上的東南亞》（台北：五南出版社，1993 年），頁 152-155。 
50 《朝日新聞》，（2001 年 10 月 18 日）。 
51 楊成續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透視》（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2003 年），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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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地區的影響力與主控權的願望，指日可待；但日本在亞太地區存在的「歷史

宿怨」，日本的政治、軍事力量的增強造成亞太國家對日本多所疑慮，更令依賴

與日本進行貿易的東南亞國家產生恐懼與不安。 

二、印度勢力深入東南亞 

印度雖一直致力於謀求與其人口大國與文明古國身份相稱的世界大國地

位，卻仍舊無法改變其於冷戰後全球戰略地位下降的頹勢；但隨著印度經濟實力

的崛起，印度逐漸走出不結盟的中立政策，希望建立次強權的地位。九○年代起，

意識到在即將到來的二十一世紀，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太地區將是其尋求戰略利

益的重要區域。為此印度調整其戰略，正式推出以東南亞戰略為主的「東望政

策」，加強對東南亞戰略決策與和輿論導向的力度，逐步增加與東南亞國家的政

治、經濟和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將勢力擴展到南海和東南亞地區，將東南亞構築

成其亞太戰略的突破口和平台。52 

東南亞地區位處太平洋與印度洋接合處，是連接亞太和南亞地區的戰略樞

紐，所以印度早就想向東發展關係。印度加強與東協國家在安全領域的合作與交

流，進有助於推動其參與亞太安全事務的機會，退則可穩固自身東邊的屏障，改

善周邊安全環境。因此，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與安全合作也一直是印度東南

亞戰略的重要內容。53 
因此，印度藉著與東南亞國家合作，並利用「大國平衡」的原則，一方面竭

力在東南亞國家間扮演地區力量平衡的重要角色，做為印度在東南亞地區戰略存

在的重要理由；另一方面則積極接近在東南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力的美國，爭取

美國對其在該地區發揮影響力並進而推進至整個亞太地區的理解與支持。54 
對東協國家而言，印度不僅是除了日本與美國以外的第三大貿易夥伴，且相

較於中共崛起的實質威脅與日本所帶來的歷史恐懼，印度成了東協平衡區域勢力

關鍵之所在。因此，對渴望制衡中共勢力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印度勢力的東擴，

以及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和安全上的合作，將是其最樂見其成的發展結果。 

                                                 
52 盧光盛，〈試析 21 世紀初印度的東南亞戰略〉，《南海問題研究》，第 3 期（2003 年），頁 38。 
53 盧光盛，同前註，頁 42。 
54 傅繁枚，同前註，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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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協區域論壇成立之背景與經過 

在東協發展過程中，排除外在強權主導區域安全事務，一直是東協維繫區域

穩定的一個重要目標。冷戰結束後，東南亞的區域權力分配產生了劇烈的變化，

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成就，讓東協國家對主導區域安全有更大的信心，更強化東

協對東南亞安全事務的發言權，也讓東南亞國家思考該如何重新取回對於安全事

務的主導權。 

然而，長期以來東協國家內部的衝突以及領土問題等內在因素，以及面臨冷

戰後美蘇勢力消退，美國撤軍，第三勢力崛起試圖成為區域強權等外在因素的影

響，為東南亞區域安全增添了更多不安定的變數。基於自身安全的保障不欲假他

人之手，以及希望掌握東南亞區域安全事務主導權的前提之下，建立多邊安全機

制的意願隨之提升，也促成了「東協區域論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的成立。 

壹、東協區域論壇成立之背景 

經歷殖民時代與冷戰時期的東南亞，始終無法取得在安全議題上的主導權，

將使得東協國家對於自身的安全充滿不確定性，甚至成為他國刀俎上的魚肉。因

此，建立一個由東協國家主導的多邊安全機制，將可以幫助東協脫離被區域外強

權主導的劣勢。 

一、內在因素 

由於東南亞從殖民地時代到冷戰時期，始終無法取得在安全議題上的主導

權，因此如何取回對安全議題的主導權，成為冷戰後東協國家的主軸之一；而隨

著中共的崛起所帶來的可能威脅，東協國家該要如何因應如此一強大的鄰近國

家，也成了東協促成多邊安全機制產生的原因。 

（一）取回區域安全的主導權 

經歷殖民時代與冷戰時期的東南亞，始終無法取得在安全議題上的主導權，

這種情形仍持續到冷戰結束後。冷戰結束，美蘇勢力雖然消退，但美國的勢力依

舊透過經濟力量與海空軍打擊力量持續對東南亞產生影響。基於排除外在強權主

導區域安全事務的前提下，東協國家企圖建立一套由東南亞國家主導的區域秩

序，來反制美國主導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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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55 

由於美國在此組織擁有極大的影響力，導致東協國家恐懼美國將透過該組織

主宰經貿問題，甚至是安全問題。美國更可能會利用此組織，穩固其在亞太區域

安全的主導地位。因此，成立一個由東協主導的多邊安全機制，使東協國家成為

區域安全對話的核心，扭轉強權國家主導東南亞區域安全，將符合東協國家長久

以來的期待。 

（二）因應中共對於東南亞安全之影響 

東協國家希望促成多邊安全機制的建立，最主要是為了因應冷戰後東亞局勢

的改變，而在此安全環境轉變中，「中共」這個崛起的第三勢力勢必將成為區域

強權，並逐漸展露其對於亞太安全事務主導的野心。再者，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南

海主權的爭議，始終是個無解的難題。1990 年 8 至 12 月，中共前總理李鵬訪問

新加坡與馬來西亞等地時，針對南海主權問題提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

的聲明，然而 1992 年中共在南海爭端上所採取的一連串舉動，卻令東協倍感不

安。因此，即使中共對東協國家釋出善意，但若不能將中共納入一個由東協主導

的多邊安全機制，無法運用多數的力量抗衡中共在南海議題上所帶來的威脅，保

障東南亞安全的目標便缺乏實質的意義。因此，避免正面衝突，建立一個多邊安

全機制，將中共納入協商式的衝突解決架構中，才是東協國家免於安全威脅的最

佳政策。 

二、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主要與國際環境變化所導致的不安，以及亞太地區對於區域安全機

制的期盼有關。首先，隨著冷戰結束，亞太地區多邊主義逐漸興起，對於多邊安

全機制產生了渴望。其次，亞太區域的區域主義逐漸抬頭，希望建立安全機制的

聲音也逐漸升高。最後，冷戰結束後，亞太地區國家對於區域安全的不確定性，

產生了不安，大大提高了建立多邊安全機制的意願。 

（一）美國政策的轉變與多邊主義抬頭 

冷戰結束後，繼承蘇聯之俄羅斯忙於內部的政經問題已無法挑戰美國，美國

則因長期軍備競賽致國力大損，國內孤立主義思潮再度興起，要求美國自海外撤

退，美國已無力獨自負擔亞太地區安全，因此對於不再過度堅持雙邊主義，而開

始支持多變對話的政策。原先持反對意見之東協國家、日本等國，為因應冷戰結

束後國際情勢變遷所帶來的區域安全之影響，也已紛紛改變態度，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逐漸抬頭，成為建構亞太安全體系的主流思潮，也興起了各國

                                                 
55 Leszek Buszynski, “ASEAN’s New Challenges,” Pacific Affaires, Vol. 70, No.4 (Winter 1998), p.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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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多邊安全機制的意願。 

（二）區域主義在亞太地區的實踐 

冷戰時期，東西對抗影響亞太國家之多邊安全合作，但是區域性多邊國際組

織卻不斷地被成立，非政府間經貿性質之國際組織尤其蓬勃發展。除了「東南亞

國協」（ASEAN）屬政府間國際組織外，「太平洋盆地經濟理事會」（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太平洋貿易暨發展討論會」（The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以及「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等非政府間經貿性質之國際組織也相繼成

立。在這些非官方組織合作的基礎上，促成了 1989 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成立。區域主義之蓬勃發展，有助於增

進亞太國家間的合作及提高彼此的信任感，進而促成各國在安全問題上的合作。 

（三）亞太國家對安全問題之關切 

亞太地區是過去二十年當中，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但亞太地區並

未因冷戰結束而感到更安全。尤其，東亞地區的安全問題除了朝鮮半島、台海問

題以及南海主權爭議等三大衝突引爆點外，尚有許多為解決的領土主權爭議。亞

太地區的安全問題反而因為冷戰結束後的局勢變遷，呈現愈加複雜的面貌與發

展。因此，亞太地區國家為免經濟成果因衝突或戰爭而受損，及減少因軍備競賽

而陷入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促使亞太國家就安全問題進行對話與合

作。自一九八○年代末開始，亞太地區即時常進行「第二軌道」的安全合作活動，

如：由印尼主辦的「處理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就是其中之一。這些會議的發展

與進行，引起亞太國家對於建立多邊安全機制的念頭，更促成了日後多邊安全機

制的建立。 

因此，多邊區域安全機制的建立，將可為亞太國家提供一個對話的場域，讓

相關國家得以針對特定的安全議題進行磋商，以期達成問題之解決。東協區域論

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貳、東協區域論壇的成立 

東協區域論壇可謂冷戰結束後，東協國家為面對新的東南亞權力分配情勢下

的產物，並企圖以其特有的決策模式－「東協方式」（ASEAN Way）來因應新的

東南亞安全環境所帶來的衝擊。56東協區域論壇可視為東協國家重拾東南亞安全

                                                 
56 「東協方式」（ASEAN Way）有很多不同意思，馬來西亞戰略國際研究中心（ISIS Malaysia）

提出東協方式的十二項原則：1.合作、和平的原則；2.協調一致的原則；3.尊重領土完整的原則；

4.不干涉會員國國內事務的原則；5.平等原則；6.透過共識決策的原則；7.感受到尊重、非對抗和

令人愉快的原則；8.相互關心的原則；9.沉默的原則：對於個別領導者直接透過外交的行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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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主導權的關鍵，也是亞太地區第一個對話性的多邊安全機制，因此東協區域

論壇的發展過程甚為重要。 

一、東協區域論壇的成立經過 

東協區域論壇最早是由「東協戰略暨國際研究中心」（ASE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EAN-ISIS）於 1990 年非正式提出，再於 1991
年 6 月向東協各國政府提議，將「東協部長後會議」（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PMC）擴大邀請具貴賓或觀察員身份的國家共同與會，針對亞太區域安全問題

進行對話，討論區域安全問題。571991 年 7 月在吉隆坡舉行的第二十四屆東協部

長會議的聯合公報中，提到「東協部長後會議」是一九九○年代討論區域和平、

安全議題的「適當基石」（appropriate base）之一，更是陳述區域和平安全問題的

良好場合。581992 年 1 月，東協第四屆高峰會議所發表的「新加坡宣言」（Singapore 
Declaration）中，東協政府首長表示：東協應透過「東協部長後會議」，以強化

其在政治與安全事務上，與其他國家的對話。59 

1992 年，中共在南海採取多項政策宣示與行動，強化對南海的主權立場，

中共南海政策的改變引發東協強烈反應。同年 7 月，在馬尼拉舉行的第二十五屆

東協部長會議，菲律賓總統羅慕斯（Fidel V. Ramos）呼籲東協在六個範圍加強

合作，除了經濟合作（包括貿易自由化）、環境保護、打擊海盜及毒品走私、處

理大量勞工流動外，盼能在科技移轉及國防合作。其中，國防合作包括更多軍事

諮商、技術交流、訓練與演習等事項。60並在此一東協部長會議上，東協首度討

論區域安全的問題，而且發表「東協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呼籲相關各造自制，以帶和平手段而非武力來解決南海主權爭端。61 

1993 年 7 月，第二十六屆東協部長會議與會外長歡迎 1993 年 5 月新加坡舉

行的「東協部長後會議」資深官員會議所獲致的結果，並注意到聚集區域內國家

討論政治、安全問題的必要性。他們支持資深官員會議所提議邀請東協成員國、

七個東協夥伴國（美國、日本、加拿大、南韓、澳洲、紐西蘭與歐盟）以及三個

東協觀察員（越南、寮國與巴布亞紐幾內亞）與兩個東協貴賓國（中共、俄羅斯）

                                                                                                                                            
團結的原則；11.非墨守成規並且專心於過程和內容的原則；12.實用主義的原則。上述原則沒有

所謂先後順序，也不完全記載於官方文件，但我們可以在東協運作過程中檢驗這些原則。Hadi 
Soesastro, ASEAN: A Chang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p. 3-4. 
57 Michael Antolik,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he Spirit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6, No. 2 (September 1994), p. 118-121. 
58 另兩個基石為「和平、自由及中立區」與「東南亞友好暨合作條約」。ASEAN Document Series, 
1991-1992, Supplementary edition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1992), pp. 22.  
59 Ibid., pp.16.  
60 The Twenty-fif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and 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s with the Dialogue 
Partners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1992), pp. 33. 
61 ASEAN Document Series, 1992-1994, Supplementary edition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1994), p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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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在曼谷舉行的「東協區域論壇」會議，進行安全問題的對話。此乃該論壇正

是定名之始。62 

1994 年，隨著在曼谷召開的第一屆會議，「東協區域論壇」也正式成立，爾

後參加此論壇的會員國也不斷增加。1995 年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增加柬埔

寨為論壇參與對話國，印度與緬甸也於 1996 年舉行的第三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

成為論壇參與對話國。1998 年，蒙古也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參與對話國。2000
年，第七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中，北韓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第二十三位參與對話

國。2004 年第十一屆東協區域論年會壇，在印度方面同意巴基斯坦加入的情況

下，巴基斯坦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第二十四位會員國。2005 年與 2006 年，東帝

汶與孟加拉兩國先後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第二十五與第二十六個與會國。63 

東協區域論壇的成員國僅限於東亞、北美、歐洲與大洋洲，尚不包括中東、

非洲和拉丁美洲國家。東協區域論壇幾乎涵蓋了整個亞太地區的國家，就地理區

域而言，東協區域論壇不僅是東南亞區域安全的重要機制，更成為亞太地區唯一

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然而，台灣礙於中共的反對以及主權國家認定等問題，始

終無法成為與會國，台海問題被歸類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在不干涉內政的前提

下，台海問題無法被提出來討論，也使得該機制針對區域衝突熱點的預防功能大

受限制。 

二、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架構 

東協區域論壇並沒有正式的組織章程，在型態上維持一個鬆散的「論壇」模

式。在組織方面，東協區域論壇基本上是由一系列的會議所組成的，透過會議中

針對安全議題的討論與對話來處理協調爭端。主要的組織架構包括： 

（一）東協區域論壇年會： 

配合東協外長會議與擴大外長會議，每年定期輪流在東協國家舉行，通常是

在每年的七月底或八月初舉行，由各成員國外長或其代表出席。 

（二）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ARF Senior Official Meetings）： 

負責籌備東協區域論壇年會的相關事宜，在年會召開前舉行會議，通常是在

每年的五月舉行。就區域內的安全問題進行討論，並向年會提出報告。 

（三）國防官員會議 

在擴大國防官員參與方面，還包括：已列入信心建立措施輔助小組定期會議

                                                 
62 Ibid., pp.12. 
63 ARF participants: 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Default.aspx?tabi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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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防官員餐敘」、國防院校與研究機構負責人會議、國防政策文件出版研討

會、國防語言學校研討會、國防轉型合作研討會、軍－文合作研討會、論壇國防

／軍事合作研討會、論壇國外軍事後勤支援研討會，以及軍－文關係與法治研討

會等，皆象徵著東協區域論壇在區域國家間不斷培養合作默契下，逐漸加深信心

建立措施「軍事色彩」的重大演進。 

（四）「會期間輔助小組」（Inter-Sessional Support Group, ISG）與「會期間

會議」（Inter-Sessional Meetings, ISM）： 

東協區域論壇在年會與年會期間，設有「會期間輔助小組」與「會期間會議」，

以協助資深官員會議。「會期間輔助小組」有「信心建立措施輔助小組」（ISG on 
Confidence Building），負責信心建立議題，尤其是有關安全概念及國防政策報告

書的分析與建議。而「會期間會議」有「和平維持行動會議」（ISM 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搜難救援協調及合作會議」（ISM on Search and Rescu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災難援助會議」（ISM on Disaster Relief）以及「反恐與跨國

犯罪會議」（ISM on Counter-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ISM on CT-TC），

負責合作活動的分析與建言。「會期間輔助小組」與「會期間會議」是由東協區

域論壇中一個東協成員國及另一個非東協成員國擔任共同主席，在「東協區域論

壇資深官員會議」休會期間召開。 

（五）東協區域論壇單位（ARF Unit）： 

第一屆東協區域論壇的主席聲明中，特別強調東協是論壇的主要驅動力

（primary driving force）；東協區域論壇概念性文件中，亦表示東協在東協區域論

壇中扮演樞紐角色。因此，由輪值主席的東協國家提供類似秘書處的服務工作以

及協調東協區域論壇的活動，且短期內並沒有設置秘書處的打算。64然而，為了

因應東協區域論壇組織的擴大以及重要性提升，更為了讓論壇功能得以強化，東

協於 2004 年 6 月 26 日在秘書處下設置了「東協區域論壇單位」。其角色與功能

為：1.強化東協區域論壇主席的角色，包括與其他區域或國際組織、防禦性的官

方對話機制以及第二軌組織進行互動；2.保管東協區域論壇的文件與記錄；3.管
理登記資料；4.作為東協區域論壇制度化的發軔。東協成立東協區域論壇單位的

主要原因，是希望此舉可以稍稍滿足其他會員國要求改進論壇非制度化的訴求。 

三、東協區域論壇的運作特色 

任何一個組織或機制能否達成其所設定的宗旨或目標，端視其運作是否成

功，然這又取決於其是否有一套依循之制度或規章。東協區域論壇雖然在設計上

並非一個制度化的機制，但為使其仍能有效運作與發展，乃在其主席聲明中，提

                                                 
64 ARF Unit: 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Default.aspx?tabi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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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若干的原則與途徑，使其在施行上有所憑藉。而在東協承擔論壇之主要驅策動

力的前提下，東協區域論壇的運作皆由東協主導，舉凡論壇舉辦的時間、運作模

式等，均與東協組織相關。因此，透過東協區域論壇機制的設計與其運作的特色，

不難看出東協國家在安全議題上的特性。65 

有鑑於東協過去發展的經驗，以及東協區域論壇成員國高度差異性與多元性

的情況下，為了增進共識，維繫組織的發展，於是採取較為彈性而非制度化的方

式運作，這種運作方式也成為東協區域論壇與其他安全機制差異最顯著之處。 

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中所做出的《東協區域論壇：概念性文件》（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 Concept Paper），提出東協區域論壇的運作大致是基於以下四

項原則： 

（一）發展步調方面，採取「漸進發展」原則。即依據概念性文件以及第二

屆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聲明，東協區域論壇的發展三階段－第一階段：促進信心建

立措施（Promotion of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第二階段：發展預防外交

機制（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 Diplomacy）；第三階段：發展解決衝突機制

（Development of Conflict Resolution）循序漸進的發展，因此東協區域論壇只有

進度表而沒有既定目標達成的時間表。 

（二）決策過程方面，採取「共識」原則。所有的決策是在彼此尊重、平等

的基礎下，經由所有參與者審慎與廣泛協商後的共識所做出的，藉由一連串的對

話溝通，尋找出各方的共識，作為將來合作的基礎。因此，論壇所推動的工作與

決議，對成員國並為拘束力。 

（三）政策實行方面，採取「自願」原則。亦即歷屆會議雖然都有若干決議，

但對於會員國遵行與否並沒有強制性，論壇所推動的活動以及各項計畫，完全依

賴各國主動地參與執行。例如：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聲明終究指出，論壇活

動鼓勵所有會員國以自願方式向「東協區域論壇年會」與「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

員會議」提交一份國防政策說明書；並鼓勵各國參加「聯合國傳統武器之登記」

（UN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 UNROCA）並遞交一份予東協區域論壇；鼓

勵成員國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以及支持全球軍備與裁軍協定等。這些工作的推

動都是由會員國自行決定是否實行，並無拘束力。 

（四）推動工作方面，採取「雙軌並行」原則。為使論壇成員國就所同意之

提案進行研議與提出建議，以及促進論壇的發展，將循雙軌方式活動。第一軌

（Track One）活動由東協區域論壇會員國之政府來執行，第二軌（Track Two）

                                                 
65林文程，〈東協區域論壇與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建構〉，《戰略與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1999
年夏季），頁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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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則由非官方之戰略研究機構與相關的非政府組織來實行，而所有的東協區域

論壇會員國均有資格參與第二軌活動。第一軌與第二軌間的合作，主要是由東協

區域論壇的主席負責聯繫之。 

四、東協區域論壇歷屆議題 

既然是安全性質的論壇，亞太地區的諸多安全問題便成為東協區域論壇所關

注的課題，亦自然是當屆會議時注目的焦點。為了便於檢視東協區域論壇針對亞

太安全所討論的主要議題為何，以下將每屆的討論主題做一個概略的整理。 

ARF 到目前（2006 年 11 月）為止，總共舉辦了 13 次的會議，將各次的重

要內容分述如下表： 

 
表 2-1 東協區域論壇歷屆會議重點 

時間 重要文件 制度發展 會員數 

第一屆

1994 年 7 月 
曼谷 

將東協的「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作為東協區域論壇的

行為準則，以促進信心建立、預防外

交及政治與安全之合作。 
 

將東協區域論壇定

型為一個高級官員

的磋商論壇，目的是

就亞太地區政治安

全 開 展 建 設 性 對

話，為亞太地區建立

信心措施、核不擴

散、維持和平、交換

非機密軍事情報，海

上安全和預防外交

六 大 領 域 開 展 合

作，並同意論壇依正

式和非正式，亦即沿

第一軌和第二軌道

漸進。 

首屆成員

共 18 國

第二屆 
1995 年 8 月 

汶萊 

發表《東協區域論壇：概念文件》，

內容揭示了東協區域論壇的目標、發

展方式、會員、組織與執行方式。

 

1. 增設「會期間輔

助小組」（ISGs）

以及「會期間會

議」（ISMs） 
2. 在東協區域論壇

的組織上，確認

了包括政府與非

政府的兩軌制運

柬埔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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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方式，也確認

了會員國間必須

採取「共識決」。 
3. 會議主席聲明確

定東協區域論壇

分三階段開展合

作，即促進信心

建立措施、預防

外交和探討解決

衝突的機制。 

第三屆 
1996 年 7 月 

印尼 

主席聲明確定了東協區域論壇新成

員加入的標準，只允許對於直接影響

區域和平與穩定者加入，而加入者必

須要遵守東協區域論壇的相關規

範，並與其他成員國彼此協商問題。

 

1. 確立了成員加入

的標準。 
2. 支持「朝鮮半島

能源開發組織」

（KEDO）。 
3. 希望相關成員依

照 1982 年聯合國

海洋法公約來和

平解決南海問

題。 

印度（20）

緬甸（21）

 
 

第四屆 
1997 年 7 月 
馬來西亞 

 1. 探討信心建立措

施與預防外交的

重疊領域，並朝

第二階段邁進。 
2. 各國參加論壇的

人員由「1+1」（外

長與資深外交官

員）擴大為「1+2」

（外長、資深外

交官員、資深國

防官員）的形

式。 

 

第五屆 
1998 年 7 月 

菲律賓 

 1. 東協區域論壇由

「信心建立」階

段漸進至「預防

外交」階段。 
2. 在菲律賓召開第

一次東協區域論

蒙古（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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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國防部長會

議。 
 
 
 

第六屆 
1999 年 7 月 

新加坡 

會中主要推動「信心建立措施」與「預

防外交」重疊的四個部分，如：強化

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角色、蒐集名人專

家名錄、發表「年度安全展望」

（Annual Security Outlook, ASO）與

簡報區域安全情勢，並歡迎東協準備

提出有關南海的行為準則與預防外

交的概念與原則兩份文件，以供日後

討論。 

與會各國同意開始

探討亞太地區開展

「預防外交」的概

念、定義含加強東協

區域論壇主席作用

的具體方式。 
 
 

 

第七屆 
2000 年 7 月 

泰國 

 本次會議對於預防

外交概念與原則進

行多方討論，主席聲

明也對「預防外交」

的定義、概念與原則

做出進一步的闡述。 

北韓（23）

第八屆 
2001 年 7 月 

越南 

 針對第六屆東協區

域論壇之決議有關

「信心建立措施」與

「預防外交」重疊的

四個部分進一步的

強化，以期達到預防

外交之進程。 

 

第九屆 
2002 年 7 月 

汶萊 

會議為因應恐怖主義決定增設「打擊

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會間會議」

(ISM on CT-TC)。並通過了美國、馬

來西亞提出的「東協區域論壇金融反

恐措施聲明」和新加坡提出的「國防

官員對話概念文件」。 
 

1. 增設「打擊國際

恐怖主義和跨國

犯罪會間會議」

(ISM on 
CT-TC)。 

2. 各國國防官員首

次單獨召開國防

官員會議。 
3. 對抗恐怖主義的

行動，即東協區

域論壇進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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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外交」的重要

象徵。 
第十屆 

2003 年 7 月 
柬埔寨 

  
 

第十一屆 
2004 年 7 月 

印尼 

 增設「東協區域論壇

單位」（ARF Unit）。 
 

巴基斯坦

（24） 

第十二屆 
2005 年 7 月 

寮國 

  
東帝汶

（25） 

第十三屆 
2006 年 7 月 
馬來西亞 

  
孟加拉

（26） 

資料來源：參照 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Default.aspx?tabid=67，筆者自

行整理。 

由以上歷屆會議的討論主題中，東協區域論壇所關切的具體事件，包括：南

海主權問題、朝鮮半島核武問題、核子試爆問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

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所產生的反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問題。其中，東協區域論壇

希望南海主權爭議國家皆能尊重國際法以及《南海行為準則》之規範，以求創造

有利於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條件；呼籲南北韓恢復對話，並希望北韓能儘快重回多

邊對話機制，以促成亞太地區的穩定；強調核武不擴散對促進區域和平的重要；

透過裁減軍備與管制武器擴散，以消弭恐怖主義帶來的威脅。 

然而，台海問題卻不在東協區域論壇討論之列。在於中共認為台海兩岸問題

是內政問題，反對將台海問題在東協區域論壇等多邊機制提出，且基於《東南亞

友好合作條約》中有關「不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東協國家便忽略對台海問題

的討論。再加上新成員的加入需經由全體論壇成員「共識決」同意，中共的杯葛

使台灣無法加入東協區域論壇，也更不可能對於台海問題做出任何提案與反應。

因此，東協區域論壇在處理亞太安全上是否能夠真實反映爭議所在，是否能確實

對每個衝突與爭端的議題進行討論，或許是多數學者對於東協區域論壇持保留態

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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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東協區域論壇是東協面對後冷戰時期不確定的新環境試圖建立的新安全機

制，即東協各國對區域組織不同意見妥協下的一種集體安全的安排，它排除另外

成立一個組織的疑慮，但又達成擴大東南亞區域主義對於安全的需求，並將美

國、中共納入對話機制，也將亞太地區主要的與相關爭端的當事國都邀請進來，

稱得上是涵蓋甚廣的機制。東協區域論壇是經由對話的方式，來建立彼此間的信

心與互賴，以化解爭端。目的在於建立一個協商性的機制，在開放的氣氛下，不

拘形式的將所有國家納入建制中進行外交對話，以達到實質問題的折衝。66 

共識決的決策模式、自願的參與方式、緩慢的進展步調，以及雙軌制的討論

管道是東協區域論壇運作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色。這種特殊的協商模式，目

的在使亞太國家能夠在彼此差異性極大的不利條件下，仍能朝信心建立的目標邁

進，增加區域安全事務的交流。 

因此，東協區域論壇仍能在亞太地區客觀條件不利的政治環境下，做出一些

令人值得肯定的貢獻，包括： 

一、東協區域論壇將所有與亞太區域安全事務的強權，包括美國、中共、俄

羅斯、日本與印度，都納入此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 

二、除了因為中共堅決反對，導致台海問題無法在東協區域論壇中討論外，

其他爭議性議題，如南海主權爭議、朝鮮半島核武問題、核子試爆問題、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問題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所產生的反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問

題等，均已提出討論，交換意見。 

三、雖然東協區域論壇採用共識決的原則，以致很難達成具體的決議，但是

多數意見的壓力也產生一些效果。如中共原本抗拒在多邊架構下討論南海主權問

題，但在東協國家的壓力之下，中共已接受東協區域論壇討論南海主權爭議的事

實。 

四、透過年會讓會員國的外長齊聚一堂討論關乎亞太安全的問題，以及透過

其他第一、第二軌的對話，使亞太國家對衝突的原因、彼此對衝突的立場，以及

解決的辦法有更深入的了解。 

因此，即使各國所謂的「安全對話」只是流於空談，但透過逐漸累積的協商

                                                 
66 李國雄，〈東協安全機制的演變與區域秩序〉，《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9 期（1999 年 9 月），

頁 38-39。 



37 

經驗，或許能夠針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議題衍生出一套新機制，提供亞太安全事務

更多元的解決爭端模式。 

在另一方面，東協區域論壇的功能卻受到不少人的質疑，尤其對其於促進亞

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功能上，如 Michael Leifer 就認為東協區域論壇在亞太地區

促進「可預期和建設性的關係型態」上的貢獻是有限的。67而針對東協區域論壇

主要的批評大致有： 

一、東協區域論壇無法對於大國違反國際與區域安全作為時，採取有效的處

理與譴責。例如：1998 年第五屆東協區域論壇部長會議爭執最大的焦點是，如

何因應印度與巴基斯坦的核試爆。美國、澳洲等國希望東協區域論壇能對印、巴

的行為做出譴責，但東協卻認為不應該讓論壇成為指責與會成員的場域。東協區

域論壇雖鼓吹「東南亞非核區」的建立，但對於印度與巴基斯坦的核武競爭卻無

法做出有效約束。台海議題也在中共反對之下，無法在東協區域論壇中被提出討

論。顯示東協區域論壇在面對爭議性較大的區域安全問題時，所能提供的協商與

處理能力有限。 

二、東協區域論壇過於強調共識決，因此決議往往僅止於政策性的宣示，尚

未有具體的決定與解決辦法，因此當不少會員對問題的看法與立場存有歧見時，

很難經由溝通、對話達成共識，這種情形只會隨著會員國數目的增加而更形困

難。例如：東協區域論壇中的東協國家對於南海問題，呼籲相關國家依據國際法

與《南海行為準則》，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議，但並未就相關事宜建立具體解決

方案。而且南韓希望東協區域論壇可以多投注心力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但東協區

域論壇所做的卻只是在主席聲明中呼籲朝鮮半島問題和平解決，較不如東南亞事

務受到重視。 

三、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於「東協方式」的運作模式感到無奈，並認為東協區

域論壇應當朝制度化邁進，才能促進區域的和平。例如：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結

構鬆散，對於區域安全事務僅止於提供亞太國家進行多邊對話之管道，缺乏直接

介入與解決亞太爭端的能力；共識決的決策方式，使得組織缺乏效率；採取自願

的政策實行方式，使得決議缺乏拘束力。因此，Michael Leifer 認為：東協區域

論壇僅屬於東協國家嘗試面對安全不確定性所採行的一個不完美的外交工具，這

種運作模式只會造就更多沒有成效與拘束力的決議。68 

由此可見，東協區域論壇雖然樹立了區域安全合作的新典範，也增加東協在

                                                 
67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Adelphi Paper, No. 3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 p. 55-63. 
68 Michael Leifer,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Extending ASEAN’s Model of Regional Security,” p.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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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上發言權與影響力，然而對於建立亞太強權之間的權力平衡架構，以及

處理較具爭議性及不可妥協性的重大議題上，仍不具備足夠的能力。東協區域論

壇對於所有會員國而言僅是一個輔助性的工具，並不會完全仰賴東協區域論壇來

解決其對外的衝突或維護其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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