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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從亞太重大安全問題之發展看東協區域論壇 

冷戰結束後，東協區域論壇的成立象徵東協區域安全機制的發展比起冷戰時

期有加以擴大的趨勢，在地理上更逐漸走出東南亞地區，希望以整個亞太地區為

其關注焦點。東協區域論壇成立的宗旨，即是以此作為亞太安全議題之談論場

域，並大量運用多邊對話、信心建立措施等機制，以消除亞太各國歧見，追求亞

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就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言，亞太地區目前最可能爆發戰事的區域主要

是：位於區域北部的朝鮮半島衝突（核武問題）；中介地區的台灣海峽軍事衝突；

以及區域南方的南海主權爭議。這三個分布在亞太各次區域的潛在衝突熱點，被

視為是冷戰時期爭端的延續，也因個別衝突所涉及的利害關係不同，牽動亞太戰

略局勢發展的影響也不同，更增加問題的複雜與急迫性。 

首先，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與核武威脅與危機並未因冷戰的結束而解除，冷

戰後的北韓反而更大張旗鼓的發展核武，甚至單方面撕破核不擴散協定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儼然對區域和平造成了威脅。 

其次，台海問題始終都是亞太區域安全的重要課題，由中共始終堅持台海議

題為「內政」問題，甚至不放棄任何武力犯台的可能等主張，台海問題從冷戰至

今就處在緊張的局面。 

最後，南海主權爭議上，中共與東協國家間雖進行了許多次的協商，例如：

「處理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及發表「南海各方行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卻仍舊無法徹底降低衝突的發生。 

因此，本章主要探究東協區域論壇對於上述亞太重大安全議題之看法，並藉

由觀察與事件相關的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聲明（Chairman’s Statement）對於上述議

題的處理，來檢視東協區域論壇這個安全機制實際上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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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朝鮮半島安全問題 

朝鮮半島的問題主要在於兩個焦點上，其一在於南北韓之間的軍事衝突；其

二在於北韓核武發展問題造成周邊國家的恐慌。雖然朝鮮半島受到冷戰結束的影

響，開始有了和解的氣氛，例如：南北韓自從 1990 年 9 月開始，雙方在漢城、

平壤輪流召開「南北高層會議」；1991 年 9 月南北韓同時加入聯合國；1991 年

12 月南北韓簽署「南北韓和解、互不侵犯與交流合作協定」以及「朝鮮半島非

核化宣言」；141南韓前總統金大中在 1998 年上任後，積極推動與促成南北韓的和

解，實施「陽光政策」，不僅對北韓釋放利多，在國際社會上也屢次幫北韓說話，

並於 2000 年訪問平壤，和北韓最高領袖金正日舉行歷史性高峰會，有效紓解了

南北韓的緊張局勢。但實際上，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與核武威脅與危機卻始終未

曾解除，因此朝鮮半島問題在冷戰結束後，依然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一大隱憂。 

壹、事件經過 

一、 軍事衝突方面 

南北韓並沒有因為冷戰的結束而停止衝突，自 1991 年起幾乎年年都發生軍

事衝突或對峙事件，規模或大或小。在 1996 年 9 月以前的軍事對峙情形大多屬

於陸上非軍事區內及海上小型的滲透活動或海上漁事，除了 1992 年 5 月 22 日北

韓武裝人員的滲透活動彼此相互開火攻擊造成人員傷亡之外，南北韓雙方可說表

現的都相當自制。 

然而，自 1996 年 9 月北韓潛艇於南韓擱淺，演變成雙方的火力衝突，造成

各自不小的傷亡事件以來，幾乎年年都有相互開火攻擊造成傷亡的武裝衝突。最

嚴重的一次為 1999 年 6 月 9 日至 15 日持續一周的海上軍事對峙，造成了南韓七

名海軍人員受傷，一艘軍艦艇受損，北韓魚雷艇、巡邏艦各一艘被擊沈，一艘艦

艇嚴重受損，此一事件不僅加深兩韓緊張的關係，也引起了國記得關切。在長期

的軍事對峙與緊張關係下，北韓在理論上擁有的戰鬥力，包括正規部隊 110 萬，

10 萬特種部隊，數百架戰鬥機和艦艇；南韓有正規部隊 69 萬，在僅有 22 萬平

方公里的狹長朝鮮半島上，集結了 170 萬以上的軍隊，成為世界上兵力部署最密

集的地區之一。142 

 

                                                 
141 李明，〈「信心建立措施」在朝鮮半島：實踐與成效〉，《戰略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01
年 1 月），頁 70-71。 
142 林裕峰，〈冷戰後朝鮮半島局勢發展與兩韓統一之展望〉，《國防雜誌》，第 16 卷第 4 期（2000
年 10 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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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武危機方面 

北韓自一九六○年代，即開始進行小型核子研究計畫，八○年代初期，更著

手興建大型核子反應爐。143北韓雖然在 1985 年就加入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144並且在 1991 年與南韓簽訂「朝鮮半

島非核化宣言」，但是美國的偵察衛星卻發現，在北韓寧邊地區有秘密核子設施，

引起外界懷疑北韓仍在發展核子武器。因此，「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在 1993 年 2 月通過決議，要求北韓開放在寧邊的

兩處設施接受「特別檢查」，145這也是該署成立以來，首次提出此種要求。146 

北韓於 1993 年 3 月 12 日，宣布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同時下令備戰，

此舉使得朝鮮半島非核化的努力前功盡棄，破壞了半島的均勢，更令朝鮮半島與

東北亞地區緊張情勢急遽升高。147隨後，在聯合國斡旋之下，美國與北韓展開四

個回合的副部長級談判，美國表示願意協助北韓引進輕水式反應爐（light water 
reactor），以取代其舊有的石墨式反應爐（graphite reactor）；而北韓則是同意暫時

不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暫告緩和。 

在國際壓力之下，北韓於 1994 年 3 月再度開放七處對外公佈的核子設施受

檢，但是另外兩處被懷疑與製造核武有關的設施則仍舊拒絕受檢。1481994 年 6
月，「國際原子能總署」表示將派員前往檢查，但北韓堅持拒絕受檢。「國際原子

能總署」而表示將考慮對北韓加以制裁，並在外交上予以孤立，此舉使得北韓反

應激烈，表示任何形式的國際制裁將視同對其宣戰。「國際原子能總署」隨即宣

布停撥每年給平壤的 50 至 60 萬美元的補助款，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核武危機儼

然再次引爆。149 

經過一連串繁複談判後，美國與北韓於 1994 年 10 月 21 日於日內瓦簽署一

項結束朝鮮半島核子擴散威脅的「核子架構協協議」（The Agreed Framewor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143 Andrew Mack, “Securit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1990’s,” Asian Flashpoint: Security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Canberra: Allen & Unwin, 1993), p. 3. 
144 「禁止核子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是於 1968 年 7 月由美、英、

蘇以及非核國家 53 國共 56 國共同簽字，並於 1970 年生效。 
145 國際原子能總署對締約國所實施的檢查一般分為三級，第一級是臨時檢查（ad hoc 
inspection），是為了確認當事國所提出的報告而進行的檢查，檢查的內容包括核物資的輸入與輸

出以及其數量是否與當事國所申報的相符。第二級是例行檢查（routine inspection），是國際原子

能總署認為當事國所申報的核物資與事實不符所進行的檢查，以進一步掌握事實真相。第三級是

特別檢查（special inspection），是當事國提出特別報告而國際原子能總署認為內容不夠充分，必

須深入了解的檢查，特別檢查必須獲得當事國同意才能實施。 
146 Samuel S. Kim, “China’s Korea Policy in a Changing Regional and Global Order,” China 
Information, Vol. 8, No. 1/2 (1993), p. 86. 
147 朱松柏，〈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第 7 期（1994 年 7 月），頁 4-5。 
148 朱松柏，同前註，頁 4。 
149 李明，同前註，頁 75。 



96 

Korea），根據該項架構協議，美國必須在 2003 年以前提供北韓兩座一百萬千瓦

的輕水反應爐，以取代能生產鈽元素的石墨式反應爐，以及 50 萬噸的燃料油作

為替代能源及發電之用；北韓則同意重回「禁止核子擴散條約」，履行條約的義

務並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例行與特別檢查，停止興建兩座五萬千瓦與二十萬千

瓦的石墨式反應爐。150 

美、日、南韓三國依據「核子架構協議」，於 1995 年 3 月成立「朝鮮半島能

源開發組織」（The 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

此一組織主要是落實美國與北韓於 1994 年在日內瓦達成的核子架構協議，即提

供財源協助北韓興建輕水型核子反應爐及燃料油。151因此，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

織最主要的功能在於透過提供北韓輕水型反應爐來換取北韓納入國際核子管制

的規範，建立北韓安全的核子工業使用環境，並利用此一組織針對北韓的核子管

制問題與北韓形成對話機制。152 

1993 至 94 年北韓秘密發展核武的計畫，對東北亞以及亞太的安全與穩定，

形成極大的威脅。15398 年 8 月，北韓試射一枚大浦洞飛彈飛越日本上空，引起

一陣虛驚，更喚起日本加強空防與情報偵搜能力的意識。南韓為了力阻北韓此一

冒進行為，首度與日本進行聯合軍事演習。 

1998 年 12 月，在南韓慶尚南到巨濟島南方約一百海里的公海上，南韓軍艦

發射三發砲彈，將入侵的北韓潛艇擊沉。1999 年 3 月，兩艘北韓可疑的間諜船，

第一大西丸與大二大和丸，分別在新瀉縣佐度島和石川縣能登半島附近的日本水

域，被日本自衛隊發現。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護衛艦妙高號與榛名號追查，其間

並開砲 35 發，這是自衛隊成立 46 年來，首次對外國船隻開火。154 

北韓這些乖張的行為，導致討論已久的「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的相關法案

得以在 1999 年 4 月 26 日於眾議院，與同年 5 月 24 日於參議院通過，155日本也

表示願意全力支持「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of Missile Defense, TMD）的研

發，使日本免於飛彈威脅，以防衛自身安全，東北亞情勢轉趨緊張，衝突一觸即

發。 

2002 年 10 月，美國總統布希派遣特使助理國務卿 James Kelly 到平壤，希

望了解北韓的飛彈生產與輸出，並要求北韓核子設施接受國際檢查並放棄核武計

                                                 
150 朱松柏，〈北韓發展核武與東北區域安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2003 年），頁 9。 
151 林裕峰，同前註，頁 89。 
152 林裕峰，同前註，頁 90。 
153 Hong Soon-young, “Thawing Korea’s Cold War the Path to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3 (May/June 1999), p. 9. 
154宇垣大成，〈特殊潛水艇侵入事件と緊迫する北朝鮮情勢〉，《世界の艦船》（東京：海人社，1999
年 3 月），頁 104。 
155 《朝日新聞》，1999 年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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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北韓官員據悉後，憤怒反駁並坦言過去數年來一直為放棄核武發展計畫，而

且擁有大規模毀滅性生化武器。 

2002 年 11 月，美國以北韓背棄 1994 年簽署的「核子架構協議」為由，協

同日本、南韓兩國決定停止繼續供應北韓燃料油；另外「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

應在 2003 年完成輕水型核子反應爐的興建工程，但工程進度卻可能延宕到 2008
年以後。這些舉動造成北韓方面的不滿，無視於國際輿論壓力，不僅憤而拆除聯

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在寧邊一處石墨式核能電廠的封條與監視錄影機，以便

恢復反應爐的發電功能，補充美國中止運交北韓燃料油所造成的電力短缺，更驅

逐了寧邊的聯合國核子檢查人員。 

2003 年 1 月 10 日，北韓正式宣佈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北韓官方並

聲明：「我們不能再受到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束縛，以免國家的安全與尊嚴遭受

侵害，我們雖然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但卻無意製造核子武器，我們現階段的

核能活動將完全限於發電等和平用途」。又說：「美國企圖孤立窒息我們，退出禁

止核子擴散條約是我們所採取的正當自衛措施」156 

1995 年成立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其原意是希望將北韓納入國際核

子管制的規範，並利用這些組織針對北韓的核子管制問題與北韓形成對話機制。

1996 年美國前總統柯林頓建構的「四方會談」主要是想促使平壤同意上談判桌

討論有關朝鮮半島的安全和平問題，更進一步建立朝鮮半島永久和平機制，已取

代 1953 年的停戰協定（the 1953 Armistice Agreement）。157美國總統布希則採取

聯合日本、南韓、中共、俄羅斯與北韓共同展開「六方會談」的相關談判，希望

透過外交途徑以對話談判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子問題。然而，從之後事件的發展

看來，這些相關的機制與辦法仍舊無法遏止北韓發展核武的野心。 

貳、東協區域論壇之主席聲明與相關解決辦法 

雖然北韓直到 2000 年 7 月 27 日在曼谷召開的第七屆東協區域論壇年會時，

才成為東協區域論壇的成員國，但是幾乎在歷屆東協區域論壇的主席聲明中，就

對朝鮮半島的局勢表示關切。例如 1993 年 3 月，北韓因拒絕國際原子能總署的

特別檢查，宣布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引起朝鮮半島情勢緊張。 

在 1994 年的第一屆東協區域論壇「主席聲明」第五點即對此情勢表示關心，

聲明中表示： 

禁止核武擴散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之重要性，對於美國與北韓繼續進行協商表示

                                                 
156 《勞動新聞》，2003 年 1 月 11 日。 
157 林裕峰，同前註，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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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並支持南北韓早日恢復對話。158 

經過一系列的談判後，美國與北韓終於達成「核子架構協議」，美國並答應

協助北韓引進輕水型反應爐，並成立「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而 1995 年的第

二屆主席聲明，更對於前一年的成就表示支持與歡迎。聲明的第十一點第二項指

出： 

承認朝鮮半島議題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具有直接關連性，對於最近在

吉隆坡舉行的美國－北韓間的會談，表示歡迎，並期盼此會談能促使全面執

行一九九四年十月二十一日「協議之基本架構」。部長們亦敦促南北韓恢復對

話，並深信該項作法將有助於圓滿執行「協議之基本架構」及維持朝鮮半島

之和平與穩定。部長們亦承認國際支持朝鮮半島及以「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

織」（KEDO）來執行「協議之基本架構」的重要性。159 

1996 年的第三屆主席聲明的第七點第五項中指出，基於前一屆主席聲明

中，承認朝鮮半島議題對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具有直接相關性，於是對此提出建

議： 

關心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之重要性，朝鮮半島必須建立一和平的機制

（mechanism），並強調一九五三年的停戰協定仍然有效。論壇重申大韓民國

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恢復對話的重要性。論壇注意「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

織」（KEDO）的重要性，並鼓勵東協區域論壇成員考慮給予「朝鮮半島能源

開發組織」更進一步的財務與政治上的支持。160 

此一聲明，鼓勵東協區域論壇成員以具體行動，表示對「朝鮮半島能源開發

組織」的支持，可說是對綜合性安全與合作安全概念的直接落實，希望藉由持續

的對話來逐漸消除彼此的誤解與敵意，因為核子擴散的預防是需要全體論壇會員

國的支持，並非單一國家所能達成。 

1997 年，第四屆主席聲明的第四點第十三項也重申開展與北韓對話的重要

性，深信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歡迎促進朝鮮半島永久和平計劃之「四

方會談」的新近發展以及對「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的支持。161 

1998 年第五屆聲明的第十四點與第六屆聲明的第十二點，更再度重申「四

方會談」的對話重要性，並建立朝鮮半島上永續性的和平與穩定，更達到全球核

                                                 
158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825.htm。 
159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838.htm。 
160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cs-23july96.htm。 
161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7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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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不擴散的目標。162 

值得注意的是，2000 年第七屆主席聲明的第三點更力邀北韓於來年之時加

入東協區域論壇，並希望促成南北韓的對話，朝向朝鮮半島永久和平的目標邁

進。163 

而與東協區域論壇合作關係良好的下第二軌機制－「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則是於 1994 年 11
月成立了「北太平洋工作小組」（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North Pacific）來針對

朝鮮半島問題作相關的研究。北太平洋工作小組是由日本與加拿大負責，該小組

認為朝鮮半島是區域穩定的主要威脅，更直接衝擊到核武不擴散及武器管制的問

題，也是建立區域安全機制的絆腳石。因此，透過有關東北亞安全合作的對話機

制，讓更多相關國家來參與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的解決，將對於區域安全的穩定有

極大的助益。其討論的主要議題為：朝鮮半島永久和平機制與主要強權的角色、

東北亞安全前景，以及東北亞多邊合作計畫等。164 

東協區域論壇的主席聲明與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對朝鮮半島核子問題事件

的關注，也一再地顯示東協區域論壇對於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極為關切，並印證

了第一屆主席聲明的第四點：本區任何一處的局勢發展與改變，皆會對本區之全

體安全造成影響。尤其一向以「東南亞非核區」(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SEANWFZ)為目標的東協國家，對於北韓任何有所冒進的行為，必定

極為關切。因此，東協區域論壇極力邀請北韓加入，希望透過對話的方式，在信

心建立措施下，降低北韓與周邊國家的和諧，促使北韓軍事透明化，以維持朝鮮

半島的穩定。 

參、事件討論 

北韓繼 2003 年退出「禁止核子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後，並未因為缺乏美國與日本在燃料油與糧食的提供，而停止發展軍備以及核子

武器。2006 年 7 月 5 日，北韓試射大浦洞飛彈，引起東北亞地區的恐慌。2006
年 10 月 9 日，北韓不顧國際社會嚴正警告下，更進行了首次的地下核子武器試

爆。這次的試爆代表了北韓核武研發技術的進展與成功，因而導致周邊國家的群

起撻伐以及美國的譴責，更升高了東北亞的緊張局勢。 

東協區域論壇無法有效處理北韓核武問題，穩定東北亞局勢的原因在於： 

首先，由於東協的利益不在東北亞，東協區域論壇對於北韓核武的議題始終

                                                 
162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2093.htm；http://www.aseansec.org/3766.htm。 
163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689.htm。 
164 亞太安全合作理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請參照 http://iir.nccu.edu.tw/csca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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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停留在對話，建立互信機制為主軸；然而，雖然北韓於 2000 年成為東協區域

論壇的成員國，但北韓在該議題討論上始終不願讓步，甚至不願出席會議，使得

論壇透過對話來達成信心建立的互信機制功能消失了。 

其次，由於東協區域論壇缺乏制度化的架構，因此論壇不斷透過召開「會期

間輔助小組」（Inter-Sessional Support Group, ISG）與「會期間會議」（Inter-Sessional 
Meeting, ISM）等會議以及成立工作小組的方式來進行協商與解決。然而，在北

韓核武問題以及東北亞局勢穩定的議題上，雖然成立了「北太平洋」工作小組，

希望協助事件的妥善解決；但第二軌的工作小組所做出的報告僅屬建議性質，對

於事件的解決幫助不大。 

最後，東協區域論壇雖以安全建制自居，但會議的決議與聲明卻無法對於成

員產生任何的拘束力。在論壇缺乏拘束力，而各國在本身利益考量的前提之下，

根本不可能會約束本身的行為。在北韓核武的問題上，東協區域論壇所能發揮的

功能僅止於宣示性質，並無法對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做出實際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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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海問題 

台海問題最主要的關鍵在於－「主權」的認定上。中共自從與美國關係正常

化後，在「一個中國」默契下，美中台三邊關係發展尚為穩定。然而，1989 年

的「六四天安門」事件、九○年代台灣務實外交的推動，以及後冷戰時期國際情

勢，皆影響了美中台三邊關係在九○年代的發展。美台關係在柯林頓政府時期，

隨著務實外交的積極推動，以及美國府會對台政策之爭，藉由 1995 年李登輝先

生訪美的實現，出現了新的契機；1996 年台灣舉行第一次總統民選，在中共看

來此舉等於是對「一個中國」的挑戰。以上事件的發生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了美

中關係的發展以及台海局勢的穩定，尤其中共堅持在台灣議題上「不放棄對台灣

使用武力」以達成統一，更引發了 1995 與 1996 年的台海危機。 

壹、事件經過 

中共對台武力威嚇主要可以分為兩階段。一為 1995 年中共對於李登輝先生

訪美的反應，於 7 月在彭佳嶼的飛彈試射、8 月 15 日至 26 日在東海海域的導彈

演習。另一為 1996 年中共針對台灣第一次總統人民直選的反彈，而於 3 月在台

灣海峽所進行的大規模軍事衝突與飛彈試射。 

一、 一九九五年台海危機 

（一） 台灣務實外交的發展 

1989 年李登輝先生在國民黨第十三屆二中全會中指出：就長程目標而言，

中國只有一個，而且必將統一。然而，我們承認四十年來中國分裂的事實，在短

程目標上，應因時、因地制宜，務實地在國際舞台上爭取生存空間。165台灣對外

關係的發展，透過元首的政策性談話，正式進入務實階段。 

1989 年李登輝先生成功地訪問了新加坡，開啟了其任內元首出訪之先例；

1994 年 1 月，當時的行政院長連戰的星馬之行，奠定了台灣與無邦交國「高層

往來」的模式。同年 5 月，李登輝先生的四國跨洲之旅（訪尼加拉瓜、哥斯大黎

加、南非與史瓦濟蘭）；1995 年 4 月的中東之行（訪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約旦）。

上述外交關係拓展的目的在利用高層的出訪來提高與受訪國的接觸層面，增進我

國與訪問國的實質關係。166 

                                                 
165 《中國時報》，1998 年 6 月 4 日。 
166 李瓊莉，〈中華民國的務實外交與中共的反應〉，《兩岸三地的政經情勢》（台北：政大國關中

心，1996 年），頁 20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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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京方面對於台灣的務實外交，認為我方在推動「一中一台」或「兩個中國」

的分離運動。除了全面封殺外，更採取「和、戰」兩手策略，一方面在沿海進行

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以 1994 年下半年為例，中共一共舉行了 7 次演習，1995 年

初提出和談建議，1 月 31 日江澤民發表了「江八點」表明中國人不打中國人，

歡迎台灣當局的領導人與江澤民互訪並進行談判。167 

對中共來說，「和、戰」兩手策略是中共對台一直擅用的策略。1994 年一

連串軍事演習是「江八點」的前奏，在「江八點」發布的同時，中共又將 M 族

飛彈基地由江西南移到福建，射程涵蓋全台灣，表明中共希望藉著不放棄對台使

用武力的企圖與能力。168 

（二） 李登輝先生訪美的效應 

1989 年的「六四天安門」事件後，美國國會對行政當局的中國政策，大力

抨擊。1993 年 7 月，美國府會對台政策之爭呈現白熱化局面，美台關係的起伏

與府會對台政策之爭更形密切。1994 年 5 月，李登輝先生在拓展「元首外交」

時，在訪問中美洲途中，過境夏威夷卻未能下機過境休息一夜之事，引發多位國

會議員反彈，更使美國府會開始就李登輝先生訪美一事針鋒相對。1994 年 11 月，

美國國會期中選舉，共和黨重新扳回在參議院及眾議院多數黨的優勢，改變了國

會的政治生態。1995 年 5 月 3 日美國眾議院以 396 對 0 票無異議通過決議案，

敦促行政部門允許李登輝先生訪美。1695 月 9 日，參議院以 97 對 1 票通過邀請

李登輝先生訪美決議案。1701995 年 5 月 22 日，正式宣佈允許李登輝先生於 6 月

到美國進行私人訪問。 

李登輝先生於 1995 年 6 月 7 日自台北啟程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以傑出校友

身份發表演講。此行反映出美國行政部門在府會對台政策拉鋸戰上的讓不；同時

象徵中華民國元首外交推動的顛峰。中共對美國行政部門在對台政策上的急轉當

然不能諒解，對台灣務實外交，更認為是製造「一中一台」或「兩個中國」的行

徑更是不能忍受。李登輝先生的訪美之旅打斷了中共和平統戰的佈局，促使北京

不得不放下和平身段，改採對台武嚇的策略。因此，在李登輝先生訪美後，中共

即採取一連串報復措施，不僅影響三邊關係的穩定，更成為引發台海危機的重要

因素。 

 

                                                 
167 陳紫財，〈美國海外出兵準則檢證之研究－以 1995-1996 年台海危機為例〉，《戰略與國際研究

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2 年 4 月），頁 108。 
168 陳紫財，同前註，頁 109-110。 
169 H. Con. Res.53, “House Asks Clinton to Give Visa to Taiwan's President,”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Vol. 53, No. 18 (1995).  
170 “Senate Resolution Urges Clinton to OK Visa,”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Vol.53, No. 19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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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危機的爆發與發展經過 

1.第一次導彈試射 

1995 年 7 月 21 日至 28 日，171中共舉行代號為五九一藍鯨五號軍事演習，

地點在台北 155 公里的彭佳嶼東海海域進行導彈試射訓練，中共在這期間向該海

域發射六枚地對地導彈。自福建與江西各發射兩枚導彈，華北與東北各一枚，此

舉顯示共軍在立體化攻擊上的實力提升，同時派出海、空軍在目標區附近進行巡

邏與監視，這是中共歷來試射飛彈目標首次最接近台灣本土的一次。172 

中共將彈著點設定在彭佳嶼附近海域，主要是要干擾西太平洋，北自日、韓，

中經台海，南貫南中國海這條國際航道，威嚇台灣並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共的武

力。173 

對於此一軍事演習的行動目的，誠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所說：「此一軍事演

習的目的，是要美國認知到中美關係導向正途的重要性」。此外，也是要警告李

登輝及其支持台灣獨立的人士，不要走向台獨之路，否則難免一戰。174 

2.第二次導彈試射 

中共交通部於 1995 年 8 月通告，將在 8 月 15 日至 26 日於東海海域及其上

空進行導彈、火砲實彈射擊演習。此次演習主要以海軍為主，演習地點在舟山海

域，距離東引 61 公里也發射了 6 枚導彈，為增強威懾效果，中共戰機在演習期

間更曾進入釣魚台群島空域。175 

該演習主要目的是海面對抗，屬於「局部海空封鎖海峽」的演練，假想敵明

顯鎖定台灣。176導彈與艦砲實彈軍演，與上次地對地導彈發射演習相較，不但演

習範圍更加擴大，在時機上更不能不令人深信中共此舉確實有其強烈的政治性威

嚇目的。177 

這兩次的飛彈試射對中共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分水嶺，因為這是中共第一次在

                                                 
171 甘棠，〈中共對台政策可能之轉變〉，《中國大陸》，第 333 期（1995 年 9 月），頁 29。 
172 李潔明、唐思合編，張同瑩等合譯，《台灣有沒有明天－台海危機美中關係揭密》（台北：先

覺出版社，1999 年），頁 20。 
173 白成，〈中共飛彈演習的目的〉，《中國大陸》，第 333 期（1995 年 9 月），頁 53。 
174 李文志，〈海陸霸權下亞太戰略形勢發展與台灣的戰略思考〉，《2001 年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年度研討會論文集 I》（2001 年 5 月），頁 20。 
175 蔡慶星，〈江澤民時期中共對台軍事戰略之研究〉，政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6
月），頁 130。 
176 陳聯邦，〈中共對台政策演變之研究－兼論一九九五及九六年的軍事演習〉，淡江大學國際事

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 5 月）。 
177 〈中共－東亞飛彈防禦系統的潛在阻力〉，《自由時報》（1995 年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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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試射飛彈。過去中共二砲部隊或潛艇發射長程飛彈試射，不是在中共境內，

就是在人煙稀少的太平洋中進行。此次中共目的十分明確：證明解放軍有能力運

用飛彈恫嚇台灣，以及封鎖台灣的海、空交通。178 

（四） 美國對事件的因應 

對此，美國當局採取低調處理，有意淡化中共軍事威脅台灣的可能性，國務

院以及國防部的官員，陸續發表於溫和的評論，一方面對中共重申美方「一個中

國」政策的堅持；另一方面認為中共的軍事演習對台灣沒有構成立即的威脅，並

透過外交管道和雙邊會談的方式，來緩和美中關係因李登輝先生訪美後引發的摩

擦。1995 年 12 月 19 日，美方雖然派遣尼米茲號航空母艦以及四艘隨行的船艦

通過台灣海峽，但美國官方仍不輕易放棄「戰略模糊」的政策來因應台海危機，

避免情勢升高並維持台海的穩定。179 

美國採取低調處理的原因在於：（1）美國行政部門將導致美中關係緊張的過

錯歸咎於台灣政府。（2）美方認為飛彈試射的距離並未危及台灣地去，宜彈性解

釋「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以防中共因華府反應過度，而採

取進一步軍事行動。（3）持續既有的「戰略模糊」政策，避免兩岸輕舉妄動，將

危機升高。180 

因此，對於這次中共對台武力威嚇，一方面美國政府並未強力譴責，另一方

面「戰略模糊」並未對中共產生嚇阻效果，如此過度低調的反應，反而使中共對

美國介入干預其在台海的軍事活動之戒心減低，更進而導致中共於 1996 年進行

的大規模軍事演習。 

二、 一九九六年台海危機 

（一）危機的誘發因素 

1. 美方對於九五年台海危機的處理態度 

美方雖然於 1995 年 12 月派遣航空母艦與巡防艦通過台灣海峽，暫時穩定台

灣的民心士氣；但是美方卻始終不認為中共的軍事演習將對台灣會有立即的危

險，甚至為了和緩因李登輝先生訪美所引發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採取低調處

理之態度。此舉令中共認為，美方基於「一個中國」政策，將不會過分介入台海

之間的衝突，因而使得中共肆無忌憚，得以捍衛「國家統一」之名，大行軍事演

                                                 
178 費學理，〈中國飛彈飛越台灣海峽的政治與軍事評估〉，收錄於李潔明、唐思合編，張同瑩等

合譯，《台灣有沒有明天？－台海危機美中關係揭秘》（台北：先覺出版社，1999 年），頁 205-208。 
179 邵玉銘等，《美國介入台海危機決策過程之研究》（台北：政大國關中心，1999 年 7 月），

頁 34。 
180 邵玉銘等，同前註，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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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之實。181 

2. 台灣民選總統的衝擊 

1995 至 96 年，正值中共領導班子之際，江澤民在接下鄧小平的棒子後，並

未能凝聚足夠掌握中共內部的威望，希望透過台灣問題尋求解套；1995 年李登

輝先生訪美衍生出來兩岸對立緊張的情勢未能化解，恰好台灣又將於 1996 年 3
月舉行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總統民選，這對中共而言，台灣等於是在推動「一中

一台」或「兩個中國」的分離運動。一再地挑戰中共「一個中國」底限的台灣，

終於惹惱了中共，江澤民不再願意釋出改善兩岸關係的善意訊息，中共軍方也開

始於東南沿海著手準備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一） 危機的爆發與發展經過 

繼 1995 年中共連續在台海舉行各種軍事演習，試射導彈後，中共於 1996
年又發動第二階段的導彈試射與陸海空聯合演習。先於 1996 年 2 月 4 日，在福

建沿海舉行第一波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對台灣人民施以恫嚇。為了更進一步干擾

台灣首次舉行的總統民選，中共於 3 月 5 日宣布自 3 月 8 日至 15 日將在台海進

行導彈試射演習，範圍自東海至南海海域。182 

3 月 8 日清晨，中共發射三枚 M-9 飛彈，前兩枚是由山西樂平二砲基地發射

的，第一枚落在高雄正西方四十浬目標區內，第二枚落在基隆三貂角外海目標區

內；第三枚從福建永平基地發射，落點在高雄目標區。而且中共宣稱該行動將持

續到 3 月 15 日為止。183中共此次試射的飛彈使用的雖是 M-9 啞彈（M-9 missiles 
with dummy warheads），但卻是自 1995 年 7 月以來最接近台灣的一次，且彈著

點將台灣南北列為目標區，顯然企圖展現封鎖台灣的能力。 

3 月 9 日，中共透過新華社再度公告，自 3 月 12 日至 20 日將在東海及南海

海域進行「海、空實彈演習」。184中共的這些軍事舉動，包括在台灣海峽進行的

大規模軍事演習，以及對台灣進行封鎖式的導彈試射。  

台海局勢在台灣總統大選結束後漸趨和緩。3 月 25 日，中共宣佈結束演習，

台海危機不再升高，緊張局勢也逐漸降溫。 

                                                 
181 邵玉銘等，同前註，頁 35-36。 
182 林正義，〈一九九五－九六年台海危機：美國國會的反應〉，《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1997》，

（台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8 年 12 月），頁 159。 
183 法新社（AFP），華盛頓，1996 年 3 月 8 日。 
184 林正義，同前註，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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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對事件的因應 

美國政府在 1996 年初，只針對中共即將在台海發動軍事行動之舉表示關

切，並未採用勸阻或和緩之策。然而，在缺乏外交斡旋以及預防外交機制的運作

下，加上中共軍方透露極具挑釁的訊息，促使美方改變對於兩岸問題的低調態

度。前任美國國防部助理部長傅立民（Chas Freeman）曾對中共軍方人員指出：

「如果中共攻擊台灣，美國將對中國做出軍事反應。」中共軍方高級官員卻聲稱：

「對於美國威脅要對中國動用核武，中國現在已經有反擊能力，所以美國無法再

次威脅中國…」185中共官員的這項談話，透露出以武力犯台的可能性，因此引起

美國方面的重視。 

2 月 5 日，美國國防部成立「台灣－中國特別工作小組」（Taiwan-China 
Situation Task Force），定期開會檢討台海情勢，預防台海危機。之後，美國國防

部長裴利（William Perry）對台灣情況發展表示嚴重關切。美國政府並對到訪的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李肇星表示，破壞台海穩定後果嚴重，武力展示無助於和

平。186 

3 月 6 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雷克（Anthony Lake）對於中共將於台灣南北

兩大港口附近海域進行導彈試射演習的行為，公開指責中共行動魯莽與不負責

任。 

3 月 10 日，中共於台灣外海試射導彈後的第二天，美國分別調遣原已在台

灣東北海域九百浬的「獨立號」（U.S. S. Independence）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

海峽附近監測。美國再派遣位於波斯灣巡弋的「尼米茲號」（U.S. S. Nimitz）航

空母艦，抵達台海與獨立號會合。美國此次在台海的海軍軍力集結，可謂自 1975
年越戰結束以來，在台海地區最大規模的武力展現。此舉也展示美國對維護此區

和平安定的決心，因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一向為美國「一個中國」政策之基石，

此一立場不容許中共挑釁。 

3 月 25 日，隨著台灣總統大選結束，中共宣布結束軍事演習，並藉此對美

國展現中共願以和平方式解決兩岸問題。美方在台灣總統大選及兩岸緊張關係降

溫後，將獨立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撤回日本橫須賀基地。台海危機至此告一段落。
187 

貳、東協區域論壇之主席聲明與相關解決辦法 

仔細閱讀東協區域論壇的主席聲明，並無出現關於「台海問題」或「台灣」

                                                 
185 Barton Gellman, “U.S. China Nearly Came to Blows in ‘96,” Washington Post (June 21 1998). 
186 聯合報，1996 年 2 月 7 日。 
187 Patrick Worsnip，路透社（Reuter），華盛頓，1996 年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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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字句，即使 1995 年 8 月在汶萊首府斯里巴卡灣（Burnei Darulsalam）召開第二

屆東協區域論壇，對於 7 月中共導彈試射一事，也未行討論，更遑論將此寫入主

席聲明中。 

然而，詳究歷屆主席聲明後，仍可尋獲一些蛛絲馬跡，只不過其聲明之內容

與實際作為相互矛盾，最顯著者為，第一屆聲明第四點與第三屆主席聲明第五點

之第二小點。 

1994 年，第一屆主席聲明第四點： 

會員參與國認知到，本區任何一處（one part of the region）之發展，皆

對本區之全體安全造成影響。188 

1996 年，第三屆主席聲明第五點第二項： 

東協區域論壇只准許能直接影響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國家參與，以使論壇

能集中焦點於區域和平之建立。…論壇限定一明確的特定區域與「地理上的

範圍」，這包括東北亞、東南亞與大洋洲的國家。189 

依據以上兩點（地理位置、台海情勢與本區之和平與穩定息息相關），台灣

理應為論壇之會員國，得以出席東協區域論壇。然而，事實上卻極為悖謬。造成

此一情形，乃以下兩點因素所為： 

1. 兩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北京當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為一合法政府，且台灣是中國不

可分割之一部份，非一主權獨立國家，而台海問題更為中國內政問題，

不容他國干涉之。 

2. 東協國家奉行「一個中國」政策 

東協會員國皆與中共建交，並奉行「一個中國」政策，倘若邀請台

灣加入，則犯了中共的忌諱－「一中一台」或「兩個中國」。對東協而

言，藉由對話以了解中國的動向，且將其納入論壇以平衡其他大國勢力

的戰略考量下，是遠比讓台灣參與論壇來的重要。況且，「一個中國」

並不與台灣僅有經貿關係的政策相矛盾。 

1996 年，第三屆東協區域論壇雖制訂了新成員申請加入論壇之標準，而台

灣也符合第一項（依法理，台灣是一個主權獨立國家）與第二項（台灣乃台海問

                                                 
188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825.htm。 
189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8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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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當事國之一，台海若發生軍事衝突，必影響本區之安全與穩定）之條件；但

在前述兩項因素，以及新成員的加入需全體論壇成員「共識決」同意的情況下（新

成員參與標準之第四項），中共必會否決讓台灣入會之提案等種種不利因素，意

味著台灣參與東協區域論壇的機會，極為渺茫。即使東協區域論壇極欲邀請台灣

與中共在台海議題進行討論，然而，中共在會議中的反彈與論壇基於「不干涉內

政」的原則，使得論壇無法邀請台灣加入討論，意謂著東協區域論壇在此議題上

已經失去論壇促成衝突雙方進行對話的功能性機制。 

參、事件討論 

台灣無法加入東協區域論壇，台海問題被拒提上論壇討論桌，這又與第一屆

主席聲明第四點與第二屆東協區域論壇的概念性文件（ASEAN Regional Forum: 
A Concept Paper）的第五點第三項相互抵觸。190概念性文件中既承認本區仍有尚

未解決的領土及其他爭議，又提出促成建設性對話與諮商作為和平解決衝突之方

法，台灣就應當被邀請入東協區域論壇，與中共在公開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內進

行對話，更可藉此證明東協區域論壇將繼續擔任區域政治與安全議題公開對話與

諮商之論壇，討論並協調東協區域論壇參與者間之不同意見，以減少危害安全之

情勢發生。191但如今，東協區域論壇對台海問題悶不吭聲，無疑默認台海問題為

中共之禁臠。 

台灣未能加入東協區域論壇與東協區域論壇對台海問題的消極態度，突顯出

論壇的缺失： 

1. 台灣位於論壇的範圍內，台灣海峽又地屬戰略要點，任何的風吹草動，皆影

響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應當是廣泛討論之議題。卻因為礙於不得干涉內

政的原則，台海議題始終無法成為論壇討論的主題。 
2. 違背了論壇所提安全概念之精神。第二屆主席聲明中曾提出合作安全與綜合

性安全。在台灣並非論壇成員的情況下，即無法同中共及其他成員國就台海

問題進行討論與對話，這違背了合作性安全的精神（漸進式多邊對話）。 
3. 造成兩岸軍備競賽的局面。由於中共方面一再重申對於台灣的主權，以及不

放棄武力犯台的立場，始終造成台灣對於中共的敵意與恐懼。因此，兩岸若

同為論壇成員國，則可藉由信心建立措施增加軍事透明化以降低彼此的敵

意，並避免無謂的軍備競賽。 

                                                 
190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 concept Paper，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ARF/TOR/ARF%20Concept%20Paper.pdf。 
191 請參見東協區域論壇第二屆主席聲明，http://www.aseansec.org/cs-23july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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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南海主權爭議問題 

長久以來，南海的主權歸屬的問題就是周邊各國之間不斷爭論的議題，包

括：中共、越南、菲律賓、馬來西亞、中華民國等直接相關的國家，以及其他若

干周邊非直接相關的東南亞國家涉入其中，使得本來就已經撲朔迷離的局勢更增

添了不少的變數。例如：一九七一年七月中華民國海軍驅離菲國船隻事件、一九

七四年一月中共與南越於西沙群島海域發生海戰、一九八八年三月中共與越南在

南沙群島的赤瓜礁海域發生海戰、一九八八年四月馬來西亞海軍逮捕菲律賓漁船

以及一九九五年二月中共與菲律賓在南沙群島海域發生的美濟礁事件等，使南海

形成多邊衝突的區域。192 

南海問題在亞太地區已繼朝鮮半島及台海問題成為值得關注的區域性安全

議題。近年來，由於後冷戰後美蘇在亞太地區勢力的減弱與軍力的撤退及中共取

得經濟改革的初步成功，而出現所謂的「中國威脅論」（China Threat），使得亞

太國家對中共在此區域所扮演的霸權角色愈加疑懼。此外，一九九五年七月越南

加入東南亞國協後，此種新關係很有可能會帶動越南和菲律賓等東協國家在南沙

群島主權問題上站在同一陣線，並在談判桌上採取比較強硬的立場，反對中共聲

稱擁有南海群到全部主權的立場，逆轉以往東南亞國家談判時各自為政的情勢。

由於南海局勢不穩定，導致東南亞軍備競賽加劇以對抗中共崛起的威脅，實已成

為區域安全的一大隱憂。 

壹、事件經過 

一、事件發展成因 

南海為印度洋與太平洋之航運要衝，是東亞通往中東及地中海必經之路，屬

世界上重要的戰略交通要道之一。南海主權爭議，有其政治、經濟、戰略上的深

刻背景，以下列出幾個比較具體的成因： 

（一）南海的戰略重要性 

南海諸島地控太平洋與印度洋間的航線，戰略位置極為重要。故南海諸周邊

國家，為了確保本國海空聯繫通道的暢通，紛紛侵占南海各島礁，提高對此區域

的影響力，保障本身安全。 

 

                                                 
192 陳鴻瑜，〈南海區域合作問題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卷第八期（民國 1991 年 8 月），

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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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海豐富的資源 

今日南海爭端，其核心就在於資源的爭奪，擁有南沙島嶼將會改變一國的經

濟與政治生態，而控制此地區資源的戰略態勢亦將超越經濟目的。193隨著海洋科

學技術進步，以及人類對石油需求量的迅速成長，再加上南沙群島石油礦脈蘊藏

量的價值遠超過中東，造成南海周邊諸國之覬覦，也促使人們對濱臨中國的這片

未經開發的海域，投注關愛的眼神。194尤其再歷經 1973 年石油危機的衝擊及 1990
年的波灣戰爭造成石油供應短缺，更使得各國希望尋求新的替代油源，避免一再

受到中東國家的牽制。195  

（三）新海洋法所造成的衝突 

除了戰略與資源利益所造成的長久爭執，南海地區的衝突也因 1982 年海洋

法公約的出現而造成新的爭端。於此公約生效之前，許多新納入的規範早已在國

際社會享有習慣國際法的地位；甫加上該公約在領海、專屬經濟區及大陸架的問

題上，各國雖同意其定義，使得以往沿岸國互相衝突的主張，稍稍受到紓解。然

而，由於新公約允許當事國象海洋作相當程度的權利擴張，致使不少相鄰國家之

海域主張出現重疊，對於海域劃界的爭執也層出不窮。196 

冷戰結束後，一方面由於美蘇軍力的撤出東南亞，形成「權力真空」現象；

二方面各國以 1982 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為基礎，提出關於海洋權力的新主張；三方面各國石油探勘

與開採活動的增加；四方面南海周邊國家競相擴張海空軍軍力，形成軍備競爭，

基於以上幾個情勢的發展，南海地區變的更加動盪不安，區域內的緊張情勢與衝

突大為升高。197 

就爭奪南海主權的周邊國家而言，各國往往各持己見，再加上由於國際法在

精確度方面，尚未達到絕對清楚含意，故利用國際法的不明確性提出有利其國家

利益的法律要求，或對有關法規的意義加以曲解的情形屢見不鮮。因此在有衝突

發生時，引用一些含糊不明確的條文，僵局必然發生。 

一般而言，國際仲裁是解決國際間領土主權爭端的有效途徑，不過任何國際

司法或仲裁法庭對訴訟案的管轄權皆以全體涉案的當事國之明示同意和協議為

                                                 
193 張維一，《南海資源開發與主權維護》（台北：潘氏圖書館土地資源研究委員會，1994 年），

第 13-21 頁。 
194 Pan Shiying, “The Nansha Islands-A Chinese Point of View,” Window (September 3 1993), p. 27.  
195 Theresa C. Carin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n Overview,” Philippine-China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 & Philippine Association for China Study (November 27 1992), p. 4.  
196 傅崑成，《國際海洋法－衡平劃界論》（台北：三民書局，1992 年），頁 2。 
197 宋燕輝，〈「南海會議」與中華民國之參與：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1996
年 2 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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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可是，涉及南海主權爭議的各國卻對接受國際仲裁的意願普遍低落。時至

1993 年，菲律賓是唯一宣布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的國家，但也規定凡是涉及菲律

賓領土、領海及大陸架天然資源的任何國際爭端，皆不適用國際法院的「強制管

轄權」。 

二、爭議事件的產生 

南海的爭議，主要發生於東協與中國之間的主權認定問題。中共在國際間一

再堅持與重申其對南海島嶼享有主權，在南海問題上中共雖提出「擱置主權爭

議、共同開發」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卻持續出兵佔領南海諸島、進行武力展

示等活動，以對東南亞國家展現其在南海議題上的軍事影響力。 

中共在南海的軍事行動也牽動了東協國家的緊張神經，更爆發了許多次的衝

突。以下筆者依據東協南海主權爭議的發生順序，彙整如下表。 

表 5-1 南海爭議的時間順序 

時 間 事   由 

1974 中共自南越奪取位在南沙北端的西沙群島。 
1978 自越南處奪取六個環礁。 
1988 中共與越南發生赤島礁海戰。越南兩艘炮艇遭擊沉，七十人死

亡，中共仍佔領一些島礁。 
1995/08/02 菲律賓武裝部隊發現中共在巴拉望島兩百海浬內的美濟礁，構

築工事。 
1995/03/28 菲律賓扣留中共漁船及人員，並毀壞美濟礁上的中共建築物。

1997/04/25 菲國軍方在南沙群島發現三艘中共武裝艦艇，菲國外交部向中

共提出抗議。 
1997/04/29 菲國強烈抗議中共武裝船隻，於南沙美濟礁附近海面出沒，並

拆除島上的建築物。 
1997/04/30 兩艘中共漁船停泊南沙黃岩島，在島上設立界碑，豎起國旗，

遭菲國軍艦驅離，菲國漁民隨後拔去中共國旗並撤出界碑。 
1997/06/30 菲國軍方表示，炸燬一座相信是中共建造在仙賓礁上的新建築

物，中共於七月三日提出譴責。 
1997/10/05 菲國軍方在菲律賓水域截獲兩艘共載有三十四名中共漁民的

漁船，將它們逮捕，擬控非法入境及非法捕魚。 
1998/11/05 菲國軍方抗議中共軍艦在黃岩島附近活動。 
1998/11/09 菲國國防部長指一百多名工人在美濟礁建造大型水泥兵營或

碼頭，責中共「漸進入侵」，中共指建造的是漁民的避風港，

指菲國反應無理。幾日後，菲國反應升級，總統下令加強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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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在美濟礁附近巡邏，防止中共船隻進出南沙海域，軍方獲令

可開槍警示。 
1999/01/16 菲國軍方指中共正在有爭議的美濟礁上修建一個新的鋼筋混

凝土結構，並發現兩艘導彈護衛艦在附近海面警戒。 
1999/05/24 菲國外交部宣佈，一艘中國漁船二十三日在南沙群島北部的黃

岩島附近，與一艘菲國軍艦相撞後沉沒。 

1999/10 菲律賓空軍兩架偵察機，在榆亞暗沙上空，與馬來西亞鷹式戰

機短兵相接，但並未有更激烈衝突發生。 
2000-2001 菲律賓在黃岩島附近海域，密集進行海上武裝巡邏，追逐、扣

押、砲擊中共漁船。 
2002/9 菲律賓偵察機在越南所佔領的貢土礁上空遭到越南地面部隊

開火射擊。 
2003/11 越南漁船進入南沙台灣佔領海域，遭到台灣驅逐。 

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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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菲律賓在黃岩島

爆發武裝衝突。 

貳、東協區域論壇之主席聲明與相關解決辦法 

南海主權問題是東協的基本利益，所以東協區域論壇對於該議題最為關切，

希望在南海問題上尋求一個符合東協國家利益的解決，也是論壇成立的主要原因

之一。因此，南海主權問題也自然成為東協區域論壇討論最主要的議題。 

1995 年，第二屆主席聲明第十一點第一項： 

各國外長對於相關國家對南海主權宣示產生重疊之部分表達關切。並鼓

勵相關國家在主張權利時，應當符合相關的國際法與協議，以及東協 1992
年的《南海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198 

1996 年，第三屆主席聲明第七點第四項： 

在南海主權議題上，論壇樂見相關國家依據國際法為主與 1982 年聯合國

海洋法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為例外，以和平手段來尋求解決之道。並注意到「處理南海潛在衝突會議」

（the Workshop Series on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98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cs-23july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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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問題所做出的正面貢獻。199 

1997 年，第四屆主席聲明第四點第十一項： 

在南海主權議題上，論壇樂見相關國家依據國際法與聯合國海洋法公

約，以和平的手段來尋求解決之道。為維持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論壇希望

各國可以自行克制在南海的行為。並認同「處理南海潛在衝突會議」對此問

題所做出的正面貢獻。200 

1998 年，第五屆主席聲明第十五點： 

論壇希望相關國家在南海問題上，依據國際法與國際海洋法公約來和平

處理爭端。對於相關國家在行為上的自制，以及透過「東協－中國資深官員

會議」（the ASEAN-China Senior Officials Consultations）、東協區域論壇中意

見交換與「處理南海潛在衝突會議」等雙邊會議所達成的正面貢獻，論壇表

示高度的滿意。201 

1999 年，第六屆主席聲明第十一點： 

論壇持續對於相關國家在南海上的行為自制，與中國開展的雙邊會議的

成果，以及透過雙邊會議達到信心建立的強化等，表示肯定。強調該區域的

自由航行權，並希望各相關國家能遵守國際法、國際海洋法公約與《南海行

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的規範來和平解決爭議。202 

2000 年，第七屆主席聲明第十九點： 

論壇鼓勵各國在南海行為上自制，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透過信心建立

與雙邊會議的開展，以收取穩定該區域的效果。203 

2001 年，第八屆主席聲明第十六點： 

由於先前的努力，東南亞地區整體上呈現和平與穩定的情況。論壇希望

東協與中國透過雙邊會議，更進一步的發展《南海行為準則》。…204 

2002 年，第九屆主席聲明第二十點 

                                                 
199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777.htm。 
200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2093.htm。 
201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766.htm。 
202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689.htm。 
203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689.htm。 
204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3585.htm。 



114 

論壇認為東協國家採用《南海行為準則》來和平解決南海爭議，將對促

進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205 

2003 年，第十屆主席聲明第十九點 

論壇對 2002 年 11 月 4 日，東協與中國於緬甸金邊所簽署的《南海各方

行為之宣言》，表示歡迎。對於東協與中國透過該宣言的條文與協議，將有助

於促成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以及創造南海解決爭端和平的局面等成就，

論壇表達高度的信心。206 

2004 年，第十一屆主席聲明第十四點 

論壇強調《南海各方行為之宣言》施行的重要性。強調相關國家透過行

為的自制以及信心建立，將增進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207 

2005 年，第十二屆主席聲明第十八點 

 持續關切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南海的爭端，要求相關各國遵從《南海各方

行為之宣言》，以創造南海穩定的有利條件。2004 年 12 月，「東協－中國資

深官員會議」在吉隆坡針對施行《南海各方行為之宣言》所進行之討論，且

成立「東協－中國聯合工作小組」以便於監督各方對於宣言的執行，對於該

進展論壇表示歡迎。208 

2006 年，第十三屆主席聲明第二十二點 

論壇強調《南海各方行為之宣言》的重要，並表達其希望東協與中國對

於宣言的實行，可以達到信心建立，並朝《南海行為準則》的最終目標邁進。
209 

歸納以上各屆會議的主席聲明大致可得出東協區域論壇對南海問題的看法

為：所有關心此問題之國家，應致力於尋求符合國際法與 1982 年國際海洋法之

和平解決之道。論壇認同雙邊的會議，包括「東協－中國資深官員會議」、「處理

南海潛在衝突會議」，對此問題透過意見交換，促成該區域穩定的正面貢獻。並

希望透過信心建立的強化以及相關南海行為宣言與準則的遵守，來消弭東協與中

國在南海的衝突。 

                                                 
205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12003.htm。 
206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14846.htm。 
207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16245.htm。 
208 請參照 http://www.aseansec.org/17642.htm。 
209 請參照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conference/arf/state060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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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事件討論 

由於東協的主要利益在南海地區，因此相較對起其他議題的關切程度低，東

協區域論壇對於南海主權爭議的問題討論是最多，也最急切。再加上東協在南海

爭議上最大的威脅就是中共的軍事力量，因而能夠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議才是符

合東協國家最大的利益。 

即使每屆的主席聲明都曾呼籲東協與中國要依據國際法與聯合國海洋法公

約的規範，透過行為自制的方式，信心建立的拓展來促成爭端和平的解決。但在

聯合國海洋法所賦予的權利，以及現實上國家整體的發展，各國在南海的爭端與

衝突仍是持續不斷。 

在中共釋出「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善意後，卻仍舊與菲律賓在美濟礁

發生武裝衝突；而東協與中共雖於 2002 年簽署了《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並宣示

將繼續朝發展《南海行為準則》之目標邁進，但 2003 年 11 月，中共與菲律賓卻

旋即就南沙群島問題再度爆發衝突，造成南海安全情勢的緊張。而後，仍舊發生

一些如驅逐漁船、去除標誌物等零星的小衝突。因此，東協區域論壇在相關國家

無法達成共識的情形下，無法有效的形成一套符合現實情況的南海的行為規範來

約束相關國家的行為，且在各國的利益難以協調之下，勢必將妨礙區域安全之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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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由以上朝鮮半島安全問題、台海問題以及南海主權爭議等亞太重大安全問題

中的討論可得知，東協區域論壇在事件處理與解決上，具有以下缺失： 

一、從北韓核武問題上知悉，對東協而言，缺乏利益的東北亞議題將不受到特別

的重視，自然也不具備解決事件的成效。 

在北韓核武問題方面，從東協區域論壇僅只宣示作用的決議與東協利益不在

東北亞地區得知，論壇在對於北韓核武問題解決上的將收不到任何成效。因此，

美國於 1997 年透過「四方會談」（美國、中國、兩韓）的展開，希望利用中共對

北韓的影響力，促使平壤同意上談判桌討論有關朝鮮半島的安全和平問題，並建

立朝鮮半島的永久和平機制，以取代 1953 年的停戰協定。北韓 2003 年退出「禁

止核子擴散條約」代表了「四方會談」的效力有限，建立朝鮮半島永久和平機制

的夢想也隨之告終。 

之後，美國邀集中共、俄羅斯、日本與兩韓等東北亞安全的相關國家，於

2003 年召開「六方會談」，希望透過中共與俄羅斯對於北韓的影響力，來促使朝

鮮方面承諾放棄一切核武與現有的核子發展計畫，重返「禁止核武擴散條約」並

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監督。然而，會談在各國利益不一的情形下，僅召開了四

輪。在 2005 年 10 月的第四輪會談中雖然簽署了「共同聲明」，北韓願意以放棄

發展戰略性的核武還換取美國與日本的經濟援助，但隨著北韓退出會談，以及在

2006 年再度試射導彈與進行首次的核子試爆，使得會談再度展開遙遙無期。 

二、從台海議題上得知，非成員國無法對相關議題進行討論，而台海議題「內政

化」將使東協區域論壇無法在台海問題上著力。 

在台海問題方面，依亞太地區經濟整合與軍備發展的程度來看，台灣海峽爆

發戰爭的影響將會是整體且全面的，幾乎沒有任何亞太國家得以倖免，尤其將對

區域經貿與交通產生重大衝擊。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對亞太南、北航線依賴甚

深的美、日兩大海洋國家，而其他日益倚重兩岸經濟發展與此一海空航線的國

家，如：澳、紐、東協與南韓等國也將受到相當程度的影響。面對中共可能以武

力強行統一的激烈作法，台灣海峽一旦發生戰爭，勢必破壞亞太地區海、陸權國

家微妙的權立平衡關係，甚至引發區域內更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無法將台灣納入

東協區域論壇進行對話，透過信心建立措施的開展來促成台海兩岸敵意的消減，

台海問題將繼北韓核武問題後，另一個東協區域論壇無解的議題。 

因此，如何避免台灣海峽爆發軍事衝突就成為後冷戰時代亞太安全的重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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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一。台海問題被「內政化」，導致東協區域論壇無法將台海問題排入議程，

並且無法針對中共於 1996 年在台灣附近海域進行飛彈試射一事給予公開譴責。

倘若東協區域論壇仍舊以台海問題「內政化」作為前提，將衍生出其他國家對於

東協區域論壇看待區域衝突心態的質疑，更對其降低亞太地區緊張情勢的決心形

成挑戰。於此，東協區域論壇有必要對台海議題的忽略，加以檢討。 

三、從南海主權爭議可看出，東協區域論壇僅止於宣示性質的決議，並無法對於

成員非自制行為產生任何的拘束力。 

在南海主權問題上，由於南海問題是亞太地區潛在的危機，如果南海發生衝

突則周邊國家都會牽扯到其中，而且會破壞原本的權力平衡，造成區域的不穩

定。因此，以外交途徑和平解決南海主權問題成為爭端各國的首要選擇。由主席

聲明中得知東協區域論壇為解決南海問題，多年來促成東協與中國簽署了《南海

各方行為宣言》，希望透過遵守相關的規範，達到彼此信心的建立。 

然而，就如同字面上解釋，「宣言」僅止於「宣示」的性質，雖具有相關的

規範，但不具有太大的拘束力，這也使得東協國家與中共為了爭奪南海廣大的利

益，始終無法在該區域遵守行為「自制」的規定，也爆發了無數次的武裝衝突。

而今，發生如驅逐漁船等小衝突，但並未因此發生如美濟礁事件的大型武裝衝

突，原因在於中共在處理南海問題的行為上採取與東協國家共同開發的政策，加

上中共與東協在自由貿易區的談判導致經貿合作開展，才暫緩了南海衝突的發

生。因此，唯有透過建立完善的制度，將南海劃為非軍事區，禁止任何軍事行動

與建立軍事設施，要求相關國家自我克制在南海的行為，以謀求共同利益為基

礎，才有可能真正的達到和平解決南海爭端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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