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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從組織制度觀點看東協區域論壇 

國際間自冷戰期間便因美蘇間的對抗而陸續成立許多集體安全組織及區域

安全組織，這使得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國際間能否形成安全建制的問題上抱持著樂

觀的態度。 

因此，本章對於安全建制的研究，首先透過探討 Robert Jervis 等學者對於安

全建制所提出的概念、定義與形成等因素，來界定安全建制。 

其次，依據 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與 Volker Rittberger 在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一書中針對國際建制的發展與見解，提出檢驗國際建制

影響力的主要指標，以檢視國際建制的能力。 

最後，藉由檢視東協區域論壇組織的發展過程，以及東協區域論壇透過第一

軌與第二軌的活動，對於亞太安全的開展以及亞太安全的影響與助益等面向，來

看東協區域論壇對亞太安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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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際安全建制與效力彈性之檢驗指標 

由於安全議題是具有高度敏感性與競爭性的議題，因此研究安全建制的途徑

與方法便與國際建制的研究方法有所不同，而許多學者如 Robert Jervis、Harald 
Müller 等人也紛紛提出對於安全建制理論的概念與研究角度。而 Hasenclever、
Mayer 與 Rittberger 對於國際建制檢驗的主要指標，以檢視國際建制的能力，也

成為重要的研究途徑之一。 

壹、國際安全建制 

國際安全建制是為了因應無政府狀態下所導致的安全問題，藉由達成合作與

共識來降低衝突的發生，因而以下透過 Jervis 等人的概念來解釋安全建制的概念

與形成，並藉由 Jervis 的主張，在建制檢驗指標方面提出輔助論述。 

一、國際安全建制的概念 

無政府狀態下缺乏信任、資訊不足的問題，導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的產生。此時，國際建制可以提供國家間一個平台，便利於參與國之間的溝通、

談判與協調，最大的功能無非是希望藉由降低安全困境的不確定性與不信任感而

減少國家間的衝突。 

因此，1982 年 Jervis 在 “Security Regimes”首先對於安全建制提出了看法，

他認為：「允許國家相信其他國家在他們的行為上將予以相對應的回報，並在原

則、規範、規則的範圍內保持克制。此一概念不僅顯示出共同的規範和預期能使

合作更加容易，而且安全建制是一種超出短期自我利益追逐的合作形式。」130  

Müller 與 Gareth Evans 提出與 Jervis 極為相似的看法，前者認為：「安全建

制是管理國家間安全關係的原則、規則、規範和決策程序之架構。唯有當這四個

要素能夠被確定，以及當這一個建制在一個既定的問題領域控制了足夠的變量，

透過這些控制變量改變和終結國家單方面的自助行為時，安全建制便存在。」131

後者則指出：「國際安全建制是國際法、規範、協定和安排（全球的、區域的、

雙邊的）為降低安全的威脅，增進國家間彼此的信賴以及創建對話與合作的平台

而設計的。」132根據以上學者的看法，安全建制是各國認為某種安全議題若不共

                                                 
130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357. 
131 Harald Müller, “The International of Principles, Norms, and Rules by Governments: The Case of 
Security Regime,” in Volker Ritterberger and Peter Mayer, eds.,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361. 
132 Gareth Evans, Cooperating for Peace: The Global Agenda for 1990s and Beyond (Australia: Allen 
& Unwin Pty Ltd, 1993), p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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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解決，將對國家的生存產生很大的威脅，因而形成的一種期望、共識的聚集，

其目的是希望減少國家間因為不確定性與誤解所導致的衝突。 

二、國際安全建制之形成 

Jervis 認為，安全建制的形成必須具備四個重要條件： 

（一） 大國必須有意願建立此一建制，即必須要由國際強權來建立一個有

秩序的環境及規範，而使得其他國家願意去遵循這些規範。 
（二） 可能加入此一建制的成員必須相信其他成員與其本身具有共同的價

值觀與利益，據以支持彼此間的安全合作。如果一國認為在建制內

被其他國家威脅，則該國將不會尋求安全建制。 
（三） 假若有一個國家偏離常軌或有背叛行為，而以犧牲他國利益來尋求

本身的相對收益，並相信安全最好是藉由擴張來達成時，安全建制

便無法形成。 
（四） 所有可能參與此建制的成員都必須認為衝突或以個人主義的態度尋

求安全的作法，將比合作的行為付出更大的代價。133 

根據上述邏輯，Jervis 進一步指出，安全建制形成的可能性受到直接作用於

「安全困境」的變量影響。國家單方面安全的增加並非總是降低其他國家的安

全，而應視攻擊措施或防禦措施的不同，以及攻擊和防禦政策的相對優勢而定。

如果防禦措施是有力的，各自的安全政策是相對安全、成本低和有效的，那麼對

於安全建制的需求便會降低。然而，當進攻措施、防禦措施與安全措施無法明確

辨別時，且進攻比防禦更有效時，抱持維持現狀的國家便需要一個安全建制。134 

由於安全是屬於較高層次的議題，因此安全建制形成的可能性便遠較其他建

制為低，原因有以下四點： 

（一）安全議題通常比經濟議題具有更多的競爭性：在經濟領域中，即使一

國不加入貿易建制，其他國家得到利益時也不意味著一定會造成該國的損失。但

是在安全議題中，當「安全困境」憂慮存在時，一國軍事力量的增加，便會造成

他國的威脅，自然產生國家間的衝突。因此，只有當國家之間的共識提高，安全

建制才得以形成。135 

（二）在安全議題方面，要真正瞭解其他國家的安全政策是相當困難的：由

於一國在從事軍事活動都是較為隱密的，導致安全議題的不確定性上較經濟議題

來的高。 

                                                 
133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p. 360-362. 
134 Ibid., p. 359-360. 
135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p.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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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在安全議題上形成「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可能性

遠比非安全議題高出許多：在安全議題任何的錯誤都將會引發爭端，也由於軍事

安全是屬於較高層次的問題，國家對於安全議題也具較高的敏感度。因此，當安

全建制內的決議失敗將會對參與國造成損失時，遵守安全建制的規範所付出的代

價反而比個別行動來的高，安全建制便難以形成。 

（四）一國無論是攻擊性或是防守性的安全行動都會引起他國相同的反應：

由於國家間存在著安全困境的不確定因素與不信任感，當國家遇到外來威脅時，

通常不會先尋求與他國合作，而會採取積極的軍事活動，以保護自身的安全。136 

貳、國際建制之檢驗指標 

Hasenclever、Mayer 與 Rittberger 基本上認同 Stephen D. Krasner 對於國際建

制的看法，也認為國際建制是一種原則、規範，更是一種「制度」（institution）。

他們認為這樣的制度應當具有兩個指標，即制度的「效力」（Effectiveness）與制

度的「彈性－堅實」（Resilience/ Robustness）。Hasenclever、Mayer 與 Rittberger
認為效力是「靜態」的，是依據既定的規則與規範；而彈性是「動態」的，相應

著建制的外在環境變遷而產生改變。137  

Hasenclever、Mayer 與 Rittberger 認為雖然就經驗上來看，建制的效力指標

與彈性指標是存在關聯性的，但在概念上其實兩個是獨立的的指標。他們認為建

制的彈性是無法以建制的效力來做推論，反之亦然。 

因此，筆者就 Hasenclever、Mayer 與 Rittberger 對於建制指標的論述而言，

國際建制是否健全與完備，可透過建制的效力指標，以及建制的彈性指標來作為

檢驗。此外，Jervis 對於國際安全建制的論述亦將被納入下段研究中，以收相輔

相成之效。在 Jervis 安全建制觀點中，對於建制的效力方面，其認為基於「傳統

安全」的國際安全建制，可分為霸權所建立穩定建制與新自由制度主義的國際建

制。Jervis 認為在建制效力方面，霸權穩定論下的建制所產生的約束力，將使得

建制在完成目標上的能力提高；而在彈性方面，新自由制度下的安全建制認為建

制會隨著功能的不同而出現，且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而產生進化，以維持建制的

生存。 

一、建制的「效力」指標 

建制的效力是指：建制透過規範與規則有效地使其成員受到約束，以及有效

地達成目標或貫徹其意志，也可將之視為「建制的力量」（regime strength）。更

仔細的來說，建制的「效力」指標，基本上是可分為二：一為建制是否能有效地

                                                 
136 Ibid., p.359. 
137 Ibid., p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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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其成員國遵守它所建立的規範或規則；另一為建制是否能有效地完成某些目標

或達到某些目的，Hasenclever 等人認為普遍與廣泛地討論這些目的，將有助於

強化國家在這些議題上合作的能力。由此可知，Hasenclever 等人對於效力方面

的看法是針對建制內部對於成員的影響力。Jervis 認為霸權穩定論下的建制是「效

力」最好的檢證，是由於霸權所建立的規範與制度對成員產生影響力與約束力，

而使得建制的效力提升。 

綜合學者所述，筆者認為建制的效力指標包含以下特點： 

（一）建制對成員的約束力 

Hasenclever 等人首先運用 Krasner 對於國際建制的看法，即國際建制是「一

些潛在的或明顯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以及決策過

程（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Keohane 與 Nye 的看法來解釋建制的約

束力，他們認為所謂的建制是「規範（norms）、規則（rules）與程序（procedure）

所構成之網絡，這些網絡可以讓國家的行為常規化，並控制其行為結果的產生。」
138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國際建制是國際關係中基於特定問題，透過共同決議的程

序，達成正式協議下所構成的一系列約束。當約束的力量產生，建制對內的影響

力也會隨之提升，效力自然就彰顯出來。Jervis 認為安全建制的目的就是要互相

限制國家單方面的行為，及限制國家的軍事行動，以減少國際衝突的發生。對於

此點，Jervis 認為霸權穩定論下的建制所形成的規範與制度，產生要求成員遵守

建制的力量，更不允許建制內的成員挑戰霸權，因此霸權穩定論的建制對於成員

的約束力是最強的。 

（二）建制達成目標的能力 

關於這點或許可以視為建制對事件解決的能力。建制的出現是為了尋求特定

議題之解決，成立建制時各國共同的利益，可視為是建制成員的首要集體目標。

例如：安全方面的建制，是為了解決國際間因爭端所引發的衝突、危機等安全問

題；經貿方面的建制，是為了解決因金融、貿易、貨幣、投資等經濟上的問題。

因此，當建制得以順利解決相關事件的同時，也達成了建制創設的目標，在這點

上就符合效力的指標。在達成目標的能力上，Jervis 認為霸權下的建制是為了實

現霸權的利益以及霸權的目標，而在霸權的約束力以及對成員提供公共財的情況

下，成員將會遵守建制的規範與制度，則建制的目標便得以達成。 

（三）建制促使成員合作的能力 

國家面對合作的問題時，其不信任感往往來自於不確定性與他國行為的不可

                                                 
138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p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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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性。依據 John Ruggie 的看法，認為國際建制具有多邊合作的功能，在於國

際建制的成立是基於「互惠」（reciprocity），成員國彼此存在著共同利益，國際

建制正好可以協調這些國家的關係，在不考慮特定狀況下的特殊利益，來完成合

作。139因此，建制的成員將出現擴散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的期待，並相信

建制將使得所有成員獲得平等的收益。當合作程度越高，建制將會因國家間關係

的緊密結合，而變的更有效力。Jervis 認為國家間在安全議題方面會出現「囚徒

困境」的情況，這是因為各國間的利益不同所導致，而對於「安全兩難」的恐懼，

也使得合作變的困難。因此，Jervis 認為透過霸權下安全建制的約束，以及在建

制中取得利益，使得國家間達成共識而出現集體行動，並進行合作。 

二、建制的「彈性－堅實」指標 

建制的「彈性－堅實」指標，指的是國際制度當面臨外界壓力或挑戰時所具

備的「持久力」（staying power），即使外部與內部的環境改變或事件發生，仍舊

維持其運作功能。換句話說，當成員國間出現權力轉移或最有力量的參與者發現

他們的利益再也無法透過現有的建制來得到滿足時，成員會脫離建制或創立一個

新的建制來取代舊有的，此時建制就缺乏了彈性。即彈性與堅實為建制因應外界

事件變化時的危機處理能力與組織的持續力。Jervis 透過新自由制度主義的觀

點，認為在彈性的檢驗上，儘管霸權衰微或沒落，但國家間早已建立了共識，國

家間也在安全議題上建立規律的行為模式，而不受到霸權衰微的影響。  

筆者認為建制的彈性與堅實指標包含以下特點： 

（一）建制因應外在環境的能力 

當外界的環境因權力結構改變、事件的發生而產生巨變，會使得建制的存在

受到威脅，此時建制是否能夠因應外部環境改變，延續建制的生存，成了最重要

的關鍵。例如北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

成立，是美國在冷戰時期為了防範蘇聯赤化歐洲野心所建立的安全建制；冷戰後

蘇聯瓦解，國際局勢產生了變化，昔日的威脅消失了，假想敵消失了，因而引發

北約是否應繼續存在的討論。然而，北約並沒有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強

化其安全建制的功能，如在冷戰後逐漸東擴，將原有華沙公約成員國納入北約；

而 1992 年，北約允許它的軍隊離開成員國領土到其他地方參與維和行動，並在

科索沃事件後，逐漸轉型成為歐洲區域安全的快速反應部隊。 

（二）建制因應內部成員挑戰所發生的衝擊 

這類的衝擊提主要是出現在霸權穩定下的建制，當霸權衰微、沒落或無法提

                                                 
139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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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成員公共財，當利益無法維持將使得成員不再遵守霸權的規範與制度，甚至加

以挑戰霸權的地位，而導致建制的改變。 

建制的形成基本上是希望以最低成本收到共同最大利益為前提，但現實社會

中國家仍是以自我為中心來做利益的考量。因此，當某一或某些成員的權力提升

時，認為加入建制所獲得的利益將小於個別的行動時，建制將會受到挑戰。當建

制無法承受住這樣的挑戰，建制將隨著堅實力量的弱化而產生瓦解。如霸權穩定

論中，新興強權的崛起隨著實力的提升，並會產生挑戰霸權與建立一套能讓自己

獲得更多利益的體制。Jervis 認為新自由制度主義下的安全建制，由於國家互相

追求利益而合作，建制便因而形成，更由於利益的結合不需要霸權的主導，且建

制是超越國家在政治議題的爭執，因而建制內的成員將不會因為爭奪地位而對建

制產生權力鬥爭。 

（三）建制因應成員擴張所帶來的變化 

這主要是認為建制會由於成員上的擴張出現堅實不足的問題。 

隨著建制新成員的不斷加入，建制組織架構、討論議題彼此利益的差異性也

跟著提高，此時建制或許將無法滿足為數眾多成員的利益。因此，當成員國的利

益無法被滿足、關心的議題無法被解決，原有的建制將不再受到期待，甚至會遭

到取代。假使建制能透過制度化約束成員，讓成員的利益維持一致，當建制成員

的利益被滿足，建制也隨之變的更堅實。如北約在冷戰後成員不斷的擴張，甚至

涵蓋建立時所設定的假想敵－東歐國家；然而，在各國基於集體安全的利益考量

下，透過制度來促進合作，也使北約不至於出現因擴張而導致的堅實不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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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制度發展 

本節從東協區域論壇為安全建制的角度出發，從東協區域論壇歷屆會議對於

安全議題的討論的結果、重要文件的提出、對相關安全議題的處理以及信心建立

措施與預防外交方面，來探討東協區域論壇在組織制度層面上的發展。而東協區

域論壇在第一軌道的安全活動上，產生許多新的組織，如會期間輔助小組

（Inter-Sessional Support Group, ISG）、會期間會議（Inter-Sessional Meetings, 
ISM），以及加強國防官員之間的合作，來協助論壇在官方之間促成交流。 

壹、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發展 

依照 Jervis 在安全建制的觀點，東協區域論壇成立是為了因應冷戰後亞太權

力變化的影響，論壇的出現也是因為要達成成員共同的利益，也象徵了亞太安全

建制的誕生。隨著安全議題的複雜化與範疇的擴大，東協區域論壇組織制度上也

出現了許多的發展，例如：成立會期間會議、會期間輔助小組等，以協助論壇在

亞太安全問題上的處理。 

一、 東協區域論壇制度化之發展 

1991 年 6 月，「東協」的主要智囊機構－「東協戰略與國際研究中心」（ASEAN
－ISIS），建議經由擴大「東協部長後會議」（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PMC）

規模與議題的方式，將東協提升為亞太區域安全的位階，以因應冷戰結束後亞太

安全形勢的改變。該中心的建議為 1992 年東協第四屆高峰會所同意，並在 1993
年的外長會議中決議，於 1994 年成立「東協區域論壇」。 

由於東協區域論壇是由「東協後部長會議」發展而來，因而 1994 年的東協

區域論壇主席聲明中，特別強調東協是東協區域論壇的主要驅動力，且會議的主

席聲明將東協區域論壇定型為一個高級官員的磋商論壇，目的是就亞太區域政治

安全開展建設性對話，為亞太區域建立信心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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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 1995 年，第二屆會議中的概念文件中，亦表示東協在東協區域論壇中

的樞紐角色。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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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會議便宣示接受「東協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之目標與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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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東協區域論壇並

未設置秘書處，因此由輪值的東協主席提供秘書處的服務工作及協調東協區域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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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活動，而所有維繫論壇活動的文件與資訊也由東協提供及存放，這也顯示東

協對於東協區域論壇發展的影響力，更確定了東協在論壇中的核心地位。  

東協區域論壇年會中，各國認為東協區域論壇的成立為亞太區域合作關係的

穩健發展－特別是信心建立措施與軍事透明化措施，跨出了重要的一步。並在資

深官員會議事先籌備下，提出了一份「概念性文件」，並在主席聲明中，詳細說

明概念性文件關於東協區域論壇的目標與期望、發展方向、會員、組織與執行辦

法，成為推動亞太信心建立措施的重要基礎。概念文件成為東協區域論壇推動亞

太區域多邊安全機制的基石，使亞太區域國家在互動過程中建立信心，進而降低

敵意，以達到建構衝突解決機制的最終目標。會議也同意設立會期間輔助工作小

組，就建立信心建立措施，特別是就區域安全觀念和國防政策開展對話；同意召

開區域維和與海上搜救等第一軌道會期間會議。此時，在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

上，確認了政府與非政府的兩軌制運行方式，也確認了會員國間必須採取「共識

決」。 

1996 年，第三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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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控制成員的數量，以維持東協區

域論壇的效力。東協區域論壇的會員國也由首屆的 18 國－六個東協成員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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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至今日的 26 個成員國－1995 年的柬埔寨、1996 的印度與緬甸、1998 年的

蒙古、2000 年的北韓、2004 年的巴基斯坦、2005 年的東帝汶與 2006 年的孟加

拉。東協區域論壇的範圍幾乎涵蓋了整個亞太區域的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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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成為亞太區域唯一的多邊安全

對話機制。 

1997 年，東協區域論壇從第四屆會議開始探討信心建立措施與預防外交的

重疊領域，並期望朝向第二階段邁進。此次會議中再邀集資深國防官員就亞太區

域安全情勢以及東協區域論壇的進程進行討論，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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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年，第六屆會議中，與會各國同意開始探討亞太區域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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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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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00 年的第七屆論壇會議中發表「預防外交概念與原則」

文件，闡述預防外交的定義、原則及施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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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第九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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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er-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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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有關對抗恐怖主義的行動

及聲明，即東協區域論壇進入「預防外交」的重要象徵。本次會議各國為加強國

防軍事上的合作與交流，各國國防官員首次單獨召開國防官員會議。 

因此，從東協區域論壇發展至今，論壇的組織從原本的每年一次的年會之

外，另設有「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ASEAN Regional Forum-Senior 
Official Meeting, ARF-SOM），就區域內有關之安全問題進行討論並向年會提出建

言報告，並在每年年會召開前擇期舉行。 

由於東協區域論壇並未設置秘書處，2004 年東協在秘書處下增設了「東協

區域論壇單位」（ARF Unit），以強化論壇主席的角色、保管東協區域論壇的文件

與記錄與管理登記資料等事宜，作為東協區域論壇制度化的發軔。 

貳、東協區域論壇之組織制度變革 

以下將針對東協區域論壇至為重要的幾個組織制度演進、變革做出介紹：外

長會議、資深官員會議、會期間輔助小組、會期間會議、國防部長會議等，俾使

讀者對於東協區域論壇組織制度之演進有更深之了解。 

一、外長會議 

1992 年初，東協高峰會就加強區域政治、安全對話達成共識。1993 年 7 月，

在新加坡舉行的第二十六屆東協外長會議特別安排了東盟 6 個成員國、7 個對話

夥伴國、3 個觀察員國和 2 個來賓國共 18 方外長參加的「非正式晚宴」。期間，

各方同意於 1994 年在曼谷召開東協區域論壇，就區域政治安全問題進行非正式

磋商。1994 年 7 月 25 日，首次會議在曼谷召開。 

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即東協區域論壇年會是論壇中最主要的組織，由「東

協後部長會議」發展而來，會期在每年的七月，主要是各國用來討論亞太區域安

全議題的場域，包括：信心建立措施、核子武器擴散問題、南海問題、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問題、跨國犯罪與恐怖主義問題等安全議題，甚至在 1997 年亞洲金融

風暴後，更增加了經貿性的議題，例如：開展各國間經貿的合作、建立金融體制

的透明化與資訊交流等。 

二、資深官員會議 

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是由東協資深官員會議發展而來，主要負責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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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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的資深官員會議，

包括：外交資深官員會議，以及國防資深官員會議，分別就外交與國防等安全議

題做出看法，進而對論壇提出建議。 

三、國防官員合作會議 

各國認為國防官員更大程度參與東協區域論壇將有助於區域安全觀點交

流、信心建立措施的發展，以及技術面合作，歷經第四屆以來多年的討論與實踐，

國防官員已整合入各層級的運作之中，各國參加論壇的人員也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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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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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四、會期間輔助小組與會期間會議 

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會議中發表了概念性文件，有關於意見及建議之執行部

分，表示為了協助「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主席考慮及建議履行論壇所

同意的議案，決定設立下列政府間小組與會議：（一）會期間輔助小組，如信心

建立措施小組，特別是處理安全概念與國防政策文獻的對話；（二）會期間會議，

負責合作活動之分析與建言，如維持和平行動會議及搜難救援協調及合作會議。

上述的小組或會議應在兩次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召開，其主席由東協國家籍另一非

東協國家兩人共同擔任。 

（一）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輔助小組（ISG on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東協區域論壇概念文件附件 A 中說明：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輔助小組主要

在處理安全概念與國防政策文獻的對話。小組將協助信心建立措施在東協區域論

壇中的開展，實現概念文件中所揭示的三個漸進階段，以期達到預防外交的目

標，並促成衝突解決機制的產生。 

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輔助小組從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之後，固

定在上、下次的資深官員會議期間召開。討論的議題包括：安全概念對話溝通、

國防政策出版交流、國防參謀學院高層接觸交流、配合聯合國傳統武器登記、鼓

                                                 
140 AUS-CSCAP Newsletter, No. 5 (October 1997),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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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遵守全球武器管制及裁軍協議、交換軍事單位在災難救助所扮演的角色資訊、

交換有關軍事演習事先通知與開放觀察員的相關資訊。 

而在信心建立措施下個階段－「預防外交」方面，東協區域論壇於第七屆年

會時發表了「預防外交概念與原則」文件，闡述預防外交的定義、原則及施行辦

法東協區域論壇也召開了相關的會議，包括：信心建立途徑研討會、論壇預防外

交中階文人與國防官員研討會，以及論壇預防外交研討會。 

（二）維持和平行動會期間會議（ISM 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討論配合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措施、經由訓練課程即交換資訊來強化和平輔

助行動的訓練。包括：區域訓練人員培訓研討會、維和訓練途徑研討會、現代維

和行動訓練課程、拆除地雷的訓練課程，以及論壇維和研討會。 

（三）搜救救援協調與合作會期間會議（ISM on Search and Rescu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討論共享訓練設施、經驗以強化搜救人員能力、搜救手冊及訓練如何標準一

致化、增加訓練及演習的可行性。包括：災難救助會期間會議、熱帶地區衛生與

熱帶地區傳染病座談會，以及結合人道援助反應培訓研討會。 

（四）災難援助會期間會議（ISM on Disaster Relief） 

在信心建立措施輔助小組的建議下，各國外長同意新成立「災難援助會期間

會議」，同意各國的國家災難救助組織加強交換意見即公開資訊網路，各國亦討

論如何藉由經驗交流、研究及訓練來強化救災的動員準備。包括論壇災難救助專

家團體會議、論壇「邁向災難救助訓練共同途徑」訓練人員培訓研討會，以及人

道援助與災難救助研討會。 

（五）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會期間會議（ISM on Counter-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ISM on CT-TC） 

美國 911 事件後，東協區域論壇為對抗恐怖主義，各國外長在第九屆會議中

重申支持聯合國安理會第 1373 號決議，有關預防與鎮壓恐怖主義行為的措施，

並為因應恐怖主義決定於會議中通過增設「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會期間

會議」(ISM on CT-TC)。 

參與國進一步加強反恐合作，如資訊與情報分享、執法機構合作、支持反恐

財政措施等。包括：論壇反恐金融措施研討會、論壇預防恐怖主義研討會、論壇

反恐研討會、論壇關於重大恐怖攻擊結果處理信心建立措施研討會、論壇跨國犯

罪專家團體會議、打擊海盜研討會，以及論壇海洋安全挑戰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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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組織制度的角度檢視東協區域論壇對亞太安全之價值 

本節主要是以「傳統安全」為出發點，透過東協區域論壇在安全議題的第一

軌活動，主要討論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資深官員會議，以及國防官員合作會

議等組織，對於區域安全事務的活動與發展，以檢視東協區域論壇對亞太安全之

價值。 

壹、東協區域論壇下屬組織對亞太安全的認識與貢獻 

一、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 

由於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即東協區域論壇年會，因而東協區域外長的聲明

與發展，就是當年度東協區域論壇發展的方向與方針。 

1994 年首屆外長會議就區域安全形勢初步交換了意見，肯定了安全對話合

作的意義，會議主席聲明將東協區域論壇定為一個高級官員的磋商論壇，其目的

是就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問題開展建設性對話，為亞太地區建立信任措施、核不擴

散、維和、交換非機密軍事情報，海上安全和預防性外交六大領域開展合作，並

同意論壇沿正式和非正式亦即第一和第二軌道進。 

1995 年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進一步討論了地區安全問題，同意東

協區域論壇繼續作為一個就區域政治和安全問題進行公開對話和磋商的論壇，會

議主席聲明確定東協區域論壇分三階段開展合作，即促進建立信任措施、推進預

防性外交和探討處理衝突的方式。會議同意設立會間輔助工作小組（ISG），就

建立信任措施，特別是就地區安全觀念和國防政策開展對話；同意召開地區維和

與海上搜救等第一軌道會期間會議（ISMs）。 

1996 年第三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重點就各國關心的緬甸、禁核試條約、

朝鮮半島等地區具體問題交換了意見。主席聲明確定了吸收新成員的原則和標

準，以及會後將進行的活動和合作專案，同意中國和菲律賓於 1997 年 3 月在北

京聯合舉辦建立信心建立措施會議。 

1997 年第四屆外長會議重點就亞太地區安全形勢、東協區域論壇進程進行

了討論。東協區域論壇成員在安全觀、柬埔寨、緬甸、美日同盟、朝鮮半島等問

題上坦率交換了看法。各國外長高度評價東協區域論壇成立三年來在增進成員間

相互了解和信任，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主席聲明提出，東協區域

論壇將繼續以建立信任措施中心，同時探討建立信任措施與預防性外交的重疊領

域。本屆會議中確認了參加論壇的人員由「1+1」（外長與資深外交官員）擴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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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外長、資深外交官員、資深國防官員）的形式。 

1998 年第五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的焦點是東亞金融危機和印巴核子試

驗問題。各國外長普遍認為，亞洲正步入一個全面而深刻的調整期，亞洲金融危

機已超出經濟領域，在政治和社會領域內的影響日益顯露。會議讚賞中國人民幣

不貶值的承諾及其對亞洲地區經濟穩定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外長們對印、巴核子

試驗「深表遺憾」，要求遵守聯合國安理會有關決議、加入有關國際條約。主席

聲明提出，東協區域論壇應進一步探討建立信任和預防性外交的四個重疊領域，

即擴大主席斡旋權、專家/名人登記、年度安全報告和自願介紹地區安全問題。 

1999 年，第六屆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重點討論了東南亞安全形勢、東北亞

安全形勢、跨國性問題以及東協區域論壇的未來發展方向。各方普遍認為，東南

亞地區總體形勢是穩定的。各方對朝鮮半島形勢表示關注，呼籲有關各方採取切

實措施維護東北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各方還希望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日趨複雜

的跨國問題。關於東協區域論壇發展方向，各國外長肯定了東協區域論壇這些年

來的積極進展，同意開始探討亞太地區開展預防性外交的概念、定義、原則和加

強東協區域論壇主席作用的具體方式和程式。 

2000 年，由於全球化的討論熱烈，外長們決定由泰國開始主導一系列有關

全球化中安全論述的討論，同時，也將人類安全的概念納入至東協區域論壇的安

全概念之中。不過，也由於全球化的因素，有必要增強不論是各國各自的以及集

體的經濟能力，以求得永續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再次強調大國關係穩定的重要性。

歡迎「東協加三」（ASEAN plus 3）扮演加速亞洲合作，促進和平、穩定與繁榮

的功能。東協區域論壇應該繼續關心可能會影響亞太區域安全的國際犯罪問題。 

2001 年，外長們除了再次強調共識決與東協必須扮演領導的角色（leading 
role），各主要地區包括朝鮮半島、南海等地的安全發展情形，還通過幾項決議：

雖然區域間仍有一些衝突存在，但大抵上是和平與穩定的，這與大國之間的穩定

關係，也脫不了關係，因此大國應當負起區域穩定的義務。重視全球化導致貧富

之間的差距問題，支持聯合國千禧年宣言，主張應該在國家與全球層次促進發展

與消除貧窮。第六屆東協區域論壇之決議的強化，包括：東協區域論壇主席的地

位的強化、年度安全展望等等，以協助從信心建立措施階段轉換至預防外交階段。 

2002 年，由於美國發生恐怖攻擊，所以討論的內容大多集中在如何對抗恐

怖攻擊的部分。因此，本次外長會議除了傳統幾項關心的主題外，主要的議題內

容包括：強調國防官員加入之後，對於東協區域論壇重要且正面的影響。雖然區

域安全仍算穩定，大國關係也算正常，各國的經濟也在復甦，但是有許多問題包

括貧窮問題以及「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所引發的恐怖主義的問題，都還會影響

區域的安全，因此，各國外長決議應將安全更加的全面化。對抗恐怖主義，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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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長重申支持聯合國安理會第 1373 號決議，關於預防與鎮壓恐怖主義行為的措

施。也對於東協國家在吉隆坡針對恐怖主義所舉行的特別外長級會議表示歡迎。

關心在韓國所發生的海上擦撞事件，希望未來不要再發生類似破壞信心建立的事

件，同時，希望北韓與美國增加對話。要求各國在國際法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南海

問題，對於東協國家與中國達成一定程度的行為準則表示歡迎。關心包括緬甸、

東帝汶、所羅門、阿富汗等各國的情形。 

2003 年，主要就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對區域安全的影響，以及東協區域論壇

發展發向等問題進行討論。東協部長發表聲明，表示持續關注朝鮮半島緊張情

勢，而朝鮮半島的和平將對東亞地區未來發展至關緊要。聲明中並強調應以對話

協商方式和平化解爭端。會議中菲律賓提案主張建立一套多邊和平機制，由美

國、南韓、中共、俄羅斯和日本共同提供安全承諾，以換取北韓「確實放棄發展

核武」。 

2004 年，持續關注朝鮮半島情勢新的發展，對於六方會談（Six Party Talks）

的努力給予高度肯定，並希望達到區域和平與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目標。對於南海

的爭議，會中強調以維持此區域的穩定與和平為前提，並在《南海行為準則》的

規範下，進行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合作。對於恐怖主義所造成的威脅強烈譴責，並

在反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防治上進行合作。強調核武不擴散與裁軍協議的重要

性，以達成東南亞非核區的目標，進而促進區域和平與安全。 

2005 年，與會的各國外長重申東協區域論壇作為亞太地區多邊政治與安全

論壇的重要性。關切 2004 年 12 月海嘯在東南亞與印度洋所產生的影響，並加強

緊急救濟、重建與預防的措施。論壇中提出希望重新展開因北韓退出而中止的「六

方會談」多邊對話，促進彼此的信心建立，達到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武危機並促

成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目標。持續關切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南海的爭端，要求各國遵

從《南海行為準則》，以創造南海穩定的有利條件。重申核武不擴散條約的重要

性，強調該條約將可防止核武擴散，促使核能的和平利用，且提出對於大規模毀

滅性武器擴散的重視，因為這類武器的擴散將成為恐怖主義威脅區域和平與安全

的利器。 

2006 年，強調《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之目的與原則的重要性，並藉此促進區域和平、安全與穩

定。北韓於七月五日的飛彈試射，更說明了透過安全對話機制達到信心建立的必

要性，因此東協區域論壇認為應儘快重新啟動「六方會談」機制，並且不拘泥任

何能與北韓達成對話的形式。對於南海議題、武器擴散以及反恐怖主義與跨國犯

罪方面，依舊維持以往會議的形式與關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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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深官員會議 

資深官員的目的主要是在每年東協區域論壇外長會議會期開始前，將對於亞

太安全之問題意見對論壇提出建議。從 1997 年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舉行

時，由國防官員單獨舉行非正式午餐會。1999 年東協區域論壇集會時，資深國

防官員係在集會當天進行一次午餐聚會，進行意見交換。2000 年和 2001 年亦採

取同樣的作法。但在 2001 年東協區域論壇建議，該資深國防官員的午餐會，應

改為東協區域論壇兩次會議期間舉行的定規會議。在 2002 年，東協區域論壇委

託新加坡研究提出一份「東協區域論壇內部進行國防對話的概念文件」（Concept 
Paper on Defense Dialogue within the ARF），該文件建議東協區域論壇另外舉行東

協區域論壇國防與軍事官員會議，而不是在東協區域論壇內邀請國防與軍事官員

與會。據此建議，東協區域論壇即在 2002 年論壇會議舉行前，先行舉行東協區

域論壇國防與軍事資深官員會議。 

三、國防官員合作會議 

各國認為國防官員更大程度參與東協區域論壇將有助於區域安全觀點交

流、信心建立措施的發展，以及技術面合作，歷經第四屆以來多年的討論與實踐，

國防官員已整合入各層級的運作之中，各國參加論壇的人員也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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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協區域論壇成立初期，國防官員只參加論壇的部分活動，為適應區域安

全形勢的發展，加強國防官員參與論壇的進程。1998 年，在馬尼拉召開第一次

國防院校與研究機構負責人會議，該會議的認同國防官員在東協區域論壇的過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透過國防資訊交流，促成各國家間的軍事合作。 

1999 年起，單獨設立國防官員餐會，並在首爾舉辦第二次國防院校與研究

機構負責人會議，以及在坎培拉舉行國防政策文件出版研討會，希望藉由國防白

皮書的發表來進行資訊交流。 

2001 年，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的來臨，以及新安全議題的挑戰，如跨國犯罪、

恐怖主義等，在北京召開了論壇國防轉型合作會議。 

2002 年，在新加坡和新西蘭的倡議下，論壇在國防官員餐會的基礎上並結

合預防外交的觀點召開論壇預防外交中階文人與國防官員研討會。同年，東協區

域論壇外長會議通過的「東協區域論壇進程設想和建議」文件中，明確提出論壇

應擴大軍人的參與，增進各方互信和了解。 

2004 年，外長會議通過了 2003 年的「東協區域論壇安全政策會議概念文

件」，決定東協區域論壇安全政策會議以後每年定期舉行一次，由東協國家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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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參與人員為國防部副部長或相等級別的防務和安全官員。 

之後的會議，各國開展了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合作，包括：恐怖主義、跨國

犯罪、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自然災害，以及傳染病等二十一世紀新的挑戰，

以促成和平、穩定與合作，並鼓勵主要國家建立建設性與合作關係。 

四、會期間輔助小組與會期間會議 

筆者在此處僅就東協區域論壇信心建立措施、維持和平行動，以及打擊跨國

犯罪與恐怖主義等重要的安全議題進行討論，搜救與災難救助的部份由於比較偏

向人道主義等非傳統安全範疇，故此二會議將暫且不談。 

（一）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輔助小組 

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輔助小組主要在處理安全概念與國防政策文獻的對

話。小組將協助信心建立措施在東協區域論壇中的開展，實現概念文件中所揭示

的三個漸進階段，以期達到預防外交的目標，並促成衝突解決機制的產生。 

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輔助小組自 1996 年開展組織活動，包括：希望成員在

東協區域論壇過程中展開安全概念的對話，進行資訊的分享；定期對東協區域論

壇資深官員會議提交國防政策之聲明，並歡迎各國定期出版國防白皮書；在未來

的對話中進行資訊意見的交換；加強國防官員的對話，進行國防院校的交流，包

括資訊分享與個人交流，以及國防院校與研究機構負責人會議之召開；推動加入

聯合國傳統武器登記；遵守與尊重東協區域論壇相關增加信心建立之文件。東協

區域論壇信心建立措施在輔助小組的推動下開始制度化。 

1997 年，輔助小組持續強化區域安全環境與安全概念之意見交流；區域信

心建立措施合作資訊交換；國防政策意見交換；支持武器管制與裁軍；非軍事信

心建立措施。首次討論到「非軍事」層面的信心建立措施，強調綜合性安全的觀

念，認為非軍事議題與軍事議題同等重要。是年東協區域論壇年會後，論壇委託

輔助小組研究「信心建立措施與預防外交重疊之處」，希望漸進發展到第二階段。 

1998 年，第五屆東協區域論壇總結前四屆成果，更針對信心建立回期間輔

助小組共同主席提出之近期、中期兩個籃子新型的信心建立措施，討論新型態信

心建立措施發展的可能。希望在 1999 至 2001 年間實行第一籃子（First Basket）
的信心建立措施，待大致實施後轉而重點發展第二籃子（Second Basket）的信心

建立措施。 

1999 年輔助小組對「信心建立措施與預防外交重疊之處」的四個部份，包

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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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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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Security Outlook, ASO）與簡報區域安全情勢，做出進一步的說明。該

四項計畫討論的重點包括： 

1.提升 ARF 主席的角色：包括協調、與外部團體取得聯繫、促進第一軌道

與第二軌道間互動、論壇會議間協調等角色。 

2.參與國專家名人登記制度之發展：透過登記制度，以作為研究、提供專業

建言之信心建立措施重要資源。 

3.年度安全展望：包括第一軌道參與者在自願基礎上個別提出、以個別提出

者為基礎而由主席採納並發表概數、繼續由第二軌道研究機構提出； 

4.針對區域安全議題做自願性背景資料剪報：必須以不干涉一國國內事務、

以及尊重一國主權為原則。 

輔助小組更提出新型態信心建立措施－「兩個籃子」的實行要點，希望可以

在信心建立方面出現更多的進展與貢獻。在海洋安全議題方面，海洋特別官員會

議（MSOM）共同主席特別強調並建議海洋議題的信心建立應當基於海洋法與相

關規則，以促成共同的利益。 

表 4-1 新型態信心建立措施之項目 
在自願的基礎上鼓勵論壇會員國海軍交流互訪 
在軍事後勤與學術研究，鼓勵多邊交流與合作 
編撰信心建立措施方面之出版品與實施要點 
多邊溝通網路 
論壇外交與國防官員之培訓 
國防白皮書或國防政策文件出版之研討會 
鼓勵軍事機構互訪 
媒體對於論壇相關活動的支持 

第
一
籃
子 

國防語言學校會議 
東協區域論壇與其他區域論壇之聯繫 
成立第二個東協區域論壇資深官員會議 
反毒計畫 
預防與打擊小型傳統武器走私 

第
二
籃
子 

槍手的射擊比賽（shoot fest among riflemen） 

 
資料來源：http://www.aseansec.org/3788.htm，由筆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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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東協區域論壇依循輔助小組的建議，發表了「預防外交概念與原

則」（Concept and Principle of Preventive Diplomacy）文件，就信心建立措施與預

防外交重疊之四項計畫，說明未來發展方向與執行要點，闡述預防外交的定義、

原則及施行辦法，正式將東協區域論壇推進到第二階段。輔助小組並展開對於跨

國犯罪的關切，以及在南海問題上，籌備擬定南海行為準則與宣言等事宜。 

2002 年，由於全球反對恐怖主義的趨勢，加上亞太區域同時也具有恐怖主

義活動，為避免東南亞也受到恐怖主義的侵擾，因而成立跨國犯罪專家小組以及

反恐會議加以因應。 

（二）維持和平行動會期間會議（ISM 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依據概念文件有關於短期與中、長期發展方向的附件，有關於維持和平的發

展，在短期方面，包括：召開有關和平維持議題的研討會，以及交換有關聯合國

和平維持行動有關的資訊及經驗；在中、長期方面，探討設立和平維持中心的可

能性。1996 年，由馬來西亞、加拿大負責，於吉隆坡召開第一屆維持和平行動

會期間會議，會議中主要討論配合聯合國維持和平行動措施、經由訓練課程即交

換資訊來強化和平輔助行動的訓練。此次會議奠定了聯合國維和行動對於日後東

協區域論壇在維和行動的價值、指導地位。 

東協區域論壇雖然短期內無法成立維持和平的部隊，作為捍衛亞太和平與穩

定的憑藉。然而，在維持和平行動會期間會議的建議下，東協區域論壇仍要求會

員國遵循聯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特別是尊重國家主權和不干涉內政的原則。

堅持以斡旋、調解、談判等和平手段解決爭端，不應該動輒採取強制性行動。即

使是人道主義行動，也不應訴諸軍事手段。並透過預防外交開展維持和平行動的

發展與目標。 

（三）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會期間會議（ISM on Counter-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s, ISM on CT-TC） 

美國九一一事件後，東協區域論壇為對抗恐怖主義，各國外長在第九屆會議

中重申支持聯合國安理會第 1373 號決議，有關預防與鎮壓恐怖主義行為的措

施，並為因應恐怖主義決定於會議中通過增設「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會

期間會議」(ISM on CT-TC)。參與國進一步加強反恐合作，如資訊與情報分享、

執法機構合作、支持反恐財政措施等。  

在論壇資深官員會議授權下，第七屆東協區域論壇首次進行關於「跨國性犯

罪」議題之討論，會議授權舉行跨國犯罪專家小組會議，由日本與新加坡擔任共

同主席，討論相關跨國犯罪問題，並將建議提交論壇資深官員會議。第八屆東協

區域論壇會議中，跨國犯罪專家小組會議將跨國犯罪的討論範圍跨大，除持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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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海盜、偷渡、走私小型武器等議題外，還提出新的議題，包括：恐怖主義、走

私毒品、人口走私、洗錢以及網路犯罪等。 

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反恐」成為全球與區域安全議題核心，繼之

以印尼峇里島爆炸案、印度國會攻擊事件等發展，自第九屆東協區域論壇起，恐

怖主義問題開始與跨國犯罪問題並列為論壇核心議程。因此，論壇會員國重申打

擊恐怖主義之承諾，討論並修訂會員國相關之聲明、政策草案、報告與建言。論

壇會議透過專家小組會議研擬議程，充分討論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議題重疊的問

題並達成經驗與資訊之交流。 

由於反恐與跨國犯罪兩項議題性質多重疊，自第十屆東協區域論壇開始，恐

怖主義與跨國犯罪議題多合倂再同一核心議程內討論，以強調兩者間的聯結。

2003 至 2004 年間，更舉行了兩次「打擊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會期間會議」，針

對下列議題進行討論：1.恐怖組織、當今恐怖活動與反恐措施資料；2.反恐與邊

界安全－人口移動、物資移動、文件安全；3.公路、鐵路、航空、海洋等各種型

態運輸安全。會議同時討論設立「東南亞區域反恐中心」（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enter for Counter-terrorism, SEARCCT）相關事宜，並持續對論壇資深官員會議

提供建言。 

貳、東協區域論壇制度化發展對亞太安全之顯著貢獻 

由前可知，東協區域論壇雖然有許多制度設計尚在變化或者有決議尚未能具

體有效，但由其組織制度觀之，東協區域論壇在信心建立措施、海洋安全問題等

方面有其顯著貢獻，維繫了亞太安全。 

一、信心建立措施與預防外交 

進一步發展「預防外交」仍有賴「信心建立措施/預防外交」四項計畫的實

施，包括：提升論壇主席角色、名人專家名錄、年度安全展望、以及區域安全議

題自願性簡報等，其中，提升論壇主席角色方面，將持續擴大東協秘書處協助的

範圍，並對東協秘書處首次參與信心建立措施輔助小組表示肯定將進一步邀請其

參與論壇其他會期間輔助小組相關活動與會議；名人專家名錄方面，參與國討論

「論壇專家/名人登記制度運作」最後草案指導方針，並希望論壇能儘快付諸實

行；「東協區域論壇年度安全展望」的持續發行，對於區域軍事透明化、會員國

間信心之建立等，有重要而顯著貢獻，因此東協區域論壇將鼓勵會員在自願的基

礎上，繼續提交論壇主席年度安全展望報告；在預防外交上更提出「非傳統安全

議題」(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概念進行討論，包括恐怖主義、運毒、偷渡、

洗錢、網路犯罪、對抗 SARS、HIV/AIDS 等，面對此等非傳統安全挑戰，迫切

需要論壇會員國更務實地合作，例如建構能力，資訊分享、情報交流等，尤其是

與「東南亞區域反恐中心」建立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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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東協區域論壇在推動亞太信心建立措施上，相當遷就於「東協方式」

以凝聚論壇會員國的向心力，並且強調決議不具有強制履行之拘束力，並在會員

自願的基礎上，自行決定是否遵行某項決議；換言之，信心建立措施在年度安全

展望與查證措施上缺乏強制力，而各國利益無法調和的情況下，導致各國在資訊

交流產生遲滯的現象，也無法順利達成軍事透明化，信心建立措施的成果也因此

受限。 

二、海洋安全問題 

在海洋安全問題上，東協區域論壇著墨至多的是－南海問題，不論是非官方

的「處理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或是每次的官方會談，總離不開南海問題的範疇。

因此，研究東協區域論壇在海洋安全上的成果，南海問題始終是會議的重點。 

南海問題經歷多方角力，2002 年 11 月 4 日東協各國與中共在柬埔寨首都金

邊，簽署一份劃時代的「南海各方行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重申以「聯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1982 年「聯合國海

洋法公約」、「東南亞友好與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

法原則，作為處理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強調自制與和平解決南海領土與管轄

權爭議，不訴諸武力或以武力相威脅。參與國並承諾根據上述原則，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基礎上探討信心建立的途徑，包括：（一）在各方國防及軍隊官員之間

開展適當的對話和交換意見；（二）保證對處於危險境地的所有公民與以公正和

人道的待遇；（三）在自願基礎上向其他有關各方通報即將舉行的聯合軍事演習；

（四）在自願基礎上相互通報有關情況。各簽署國並同意在全面、永久解決爭議

前，就相關領域進行討論或展開合作，包括：（一）海洋環境保護；（二）海洋科

學研究；（三）海上航行和交通安全；（四）搜尋與救助；（五）打擊跨國犯罪，

如打擊毒品走私、海盜和海上武裝搶劫、以及軍火走私等。此外，各參與國除鼓

勵其他國家尊重該宣言的原則，更同意在共識的基礎上繼續協商「南海行為準則」

之制定，朝區域安全與穩定的最終目標邁進。 

最後，東協區域論壇的組織制度演進雖有其可取之處，但在對於事件的評估

與糾正與論壇在決議執行上的效力兩面向仍顯出其短處，且往往為人詬病。 

一、對於事件的評估與糾正 

從歷次信心建立措施會期間會議後共同主席報告發現，會議鮮少就個別國家

執行成效進行評估與糾正，而往往報告中以「肯定」、「認同」貫串信心建立措施

執行方面之討論。尤其為了彰顯各國積極參與和高度配合之表象，東協區域論壇

幾乎不對個別國家（特別是強權國家）進行執行績效之評估與糾正，甚而刻意避

談參與國家某些違反東協區域論壇規定的情事，也失去了安全機制的約束功能。 



91 

例如：中共於 1996 年再台灣附近海域試射飛彈一事，雖釀成台海爆發區域

衝突之危機，但東協區域論壇礙於中共認為台海問題為內政問題，基於不可干涉

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而無法對於該事件做出討論與糾正。 

從南海主權爭議的問題來看，2003 年 11 月中共與菲律賓於南沙群島問題再

度爆發衝突，中共軍艦及科學考察船在菲律賓西南部和北部外海黃岩島附近海域

出沒，並在無人島安置中文標誌物，菲律賓海軍以違反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中「保

持島礁現狀原則」為由，強制拆除該標誌物，造成南海安全情勢的緊張。由此可

知，南海各方行為宣言－「宣示」的意味大於實質作用，也看出南海問題解決與

南海地區的穩定僅仰賴於中共與東協各國對於南海島礁主權的態度。 

二、決議執行上的效力 

國際安全建制依照 Jervis 的說法：「允許國家相信其他國家在他們的行為上

將予以相對應的回報，並在原則、規範、規則的範圍內保持克制。此一概念不僅

顯示出共同的規範和預期能使合作更加容易，而且安全建制是一種超出短期自我

利益追逐的合作形式。」經由建制的內在規約與外在壓力，增加當事國欺騙與背

叛時的成本代價，從而迫使違規者更正其行為。然而，東協區域論壇制度上雖然

有效達成了資訊交流的功能，但在制度運作上卻強調自願與共識決的原則，而導

致制度功能弱化之弊病。例如：共識原則規定以諮商而非投票方式做成決策，而

讓決策過程變的毫無效率可言；自願原則亦主張東協區域論壇所做成的決議對成

員國不具有拘束力，只能在自願性的基礎上「鼓勵」會員國積極配合，而由會員

國自行決定是否參與。 

例如： 2003 年 11 月中共與菲律賓於南沙群島問題再度爆發衝突，中共軍

艦及科學考察船在菲律賓西南部和北部外海黃岩島附近海域出沒，並在無人島安

置中文標誌物，菲律賓海軍以違反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中「保持島礁現狀原則」為

由，強制拆除該標誌物，造成南海安全情勢的緊張。由此可知，南海各方行為宣

言，幾乎無法對於中共或東協國家形成約束力，宣言本身的「宣示」意味大於實

質作用，也看出南海主權爭議問題的解決與南海地區的穩定僅仰賴於中共與東協

各國對於南海島礁主權的態度。 

從上述兩個面向來看，對於成員約束力的不足使得東協區域論壇在信心建立

措施、預防外交、軍事透明化以及對亞太安全事件處理的成效上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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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東協區域論壇第二屆會議所發表的《東協區域論壇：概念文件》聲明，強調

依據「東協方法」（ASEAN Way）的獨特運作模式，認為此是亞太區域特殊國情

所使然。亞太區域國家間政治體制、經濟表現、文化價值迥異、各國軍事能力、

發展程度，以及地緣戰略位置等亦呈現出懸殊落差，建構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實屬

不易；但東協區域論壇仍透過雙軌外交途徑，並依循三階段漸進模式、共識決、

自願等原則，提供區域國家持續溝通、擴大交流、交換安全觀點之機制，歷經前

後共十三個會期的運作後，逐漸在區域國家間建構彼此合作之信任與信心，對亞

太區域和平與穩定具有一定的貢獻。 

東協區域論壇在組織制度上，從剛組織成立時的外長會議與資深官員會議，

隨著概念文件的發表，東協區域論壇成立了信心建立措施、預防外交相關的小組

以及會議的召開；在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等問題影響下，論壇也成立了相關的會

議以因應安全議題的變化。而為了增加信心建立措施上的「軍事」效果，東協區

域論壇也在國防官員合作上開啟了對談與軍事資訊的交流。 

然而，東協區域論壇若不再亟思改進相關安全制度，可能會陷入發展上的嚴

重瓶頸；此問題體現在東協區域論壇上，導致東協區域論壇在信心建立措施方

面，如軍事透明化、國防資訊的交換付之闕如，而南海衝突預防機制也往往流於

外交辭令的空談，難以凝聚協商信心建立的政治意願。因此，即使東協區域論壇

組織的發展隨著區域安全議題的開展與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議題的

出現而擴大，但是東協區域論壇在許多議題仍無法取得成員國間的共識與信心建

立，倘若無法克服相關合作的障礙與解決區域安全問題，東協區域論壇則稱不上

是一個安全建制。 

下一章，筆者將透過亞太重大安全問題的發展，檢視東協區域論壇在亞太安

全議題上的解決能力，來看論壇對於亞太安全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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