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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共的東南亞戰略目標 

    周邊鄰國眾多的中共，由於國情的迥異性質，將可能引發誤解甚或衝突，為

此中共勢必得謹慎經營與這些國家的互動關係，以確保國家的安全利益。其中面

對種族、宗教、社會制度多元複雜的東南亞地區，中共似需要在地緣政治問題之

處理上更加步步為營。 

    事實上，不僅限於地緣層面，諸如歷史淵源、特定時空環境、以及由地緣衍

生出的天然資源或區位戰略價值等，都是中共在東南亞安全戰略與政策的目標設

定上，必須加以納入評量的外在因素。復以中共不同世代的高層領導，在個人魅

力或風格、國家制度和利益、大環境變數之間進行取捨，而形塑出迥異之對外思

維，這則是決策制定之內在因素。在胡錦濤主政之前，中共政權已歷經了從毛澤

東、鄧小平、到江澤民等三代領導人前後約五十年左右的執掌。每一代領導人在

上述內、外因素的交替作用下，便產生相對應的東南亞安全戰略目標，有關內容

即在以下進行逐一說明。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 

    二次大戰後的國際政治格局，主要為美國與蘇聯的冷戰對峙。此兩政治與軍

事超級強權，為擴張權力與鞏固特定國家利益，遂以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意識

形態名義，進行勢力範圍的攻防戰。甫成立政權的中共，由於國內情勢百廢待舉，

以致在美蘇主導的國際賽局中處於受宰制之弱勢一隅。加上北方緊鄰蘇聯的地緣

因素，以及從革命到建國過程中，打著實現共產主義的名號並接收蘇聯的政軍經

資源援助，當時毛澤東等中共領導高層，起先決定在外交上先向蘇聯一面倒，選

擇與以蘇聯為首的國際共產集團同一陣線，期能在美蘇針鋒相對的冷戰格局中，

替尚未穩固的政權爭取到喘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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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抗及分化親美聯盟 

投靠共產陣營的中共，其外交動向不免需對蘇聯亦步亦趨，而與美國領軍的

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對立局面。為與蘇聯在東亞地區進行勢力範圍的爭奪，美國在

韓戰後的 1954 年，聯合英國、法國、澳洲、紐西蘭、巴基斯坦、泰國、菲律賓

等國於曼谷成立「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以圍堵政策組建「新月形防線」來遏制共產國家的勢力擴張1。影響所

及且首當其衝的，當然是中共感受到來自東南方的立即安全威脅，參與「東南亞

公約組織」的東南亞等國，遂被中共視為「美國帝國主義附庸」，是和共產國家

作對的親西方政權。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即因意識形態立場的壁壘分明以

致出現裂痕。 

    東南亞國家既然已追隨美國採取圍堵共產勢力蔓延之策略，為求對抗和削弱

這些國家在意識形態與安全上之威脅，中共既一面進行「革命輸出」，煽動並資

助東南亞各地的共黨組織發動武裝叛變，藉由顛覆和推翻當地的合法政府，建立

親中之共黨政權，並擴張共產國家勢力範圍2；一面又操作「統戰分化」，向東南

亞新興之第三世界國家宣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共同經歷過帝國主義與

殖民主義的壓迫欺侮」作為訴求，主張反帝反殖和團結合作，鼓舞並支持這些國

家實行不結盟政策或中立主義3，以期能在相當程度上突破美國的政治與經貿封

鎖，而恢復對己較有利的外部環境。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所展現的成效，於 1955 年的「萬隆會議」（Afro-Asian 

Bandung Conference）上達到高峰，中共當時即向「東南亞公約組織」的成員國

                                                 
1 請參見笠原正明，「中共外交四十年的總結—從反體制活動的視點觀察」，趙倩主編，中共政權

四十年（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 年），頁 245~246。 
2 宋鎮照，「中共與東南亞之政經關係與發展：回顧與前瞻」，東亞季刊，第 29 卷第 1 期（1998

年 10 月），頁 57、64。 
3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台北：幼獅文化，1984 年），頁 25~26；張雅君，「第四章—外交」，

吳安家主編，中共政權四十年的回顧與展望（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1
年），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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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律賓提議簽署互不侵犯條約。這不僅使遭受美國立即威脅的中共，能在敵強我

弱的現實權力格局下，避免與資本主義陣營國家直接發生戰爭，以爭取和平的周

邊環境來保衛政權與內政建設；亦讓中共抓住和平的「間歇期」，加快發展壯大

自身力量以做好未來戰爭的準備，等待美國的包圍戰略被分化和突破、形成敵消

我長之際，就是與其決戰之時4。如此看來，毛澤東主政下的中共，在 1950 年代

對東南亞之安全戰略目標，即企圖離間東南亞國家在圍堵政策上與美國的合作關

係，以求有效瓦解「美國帝國主義聯盟」之外交封鎖與安全威脅。 

    或許中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統戰分化策略所發揮之效果有限，菲律賓

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仍在美國的號召下繼續對中共實行圍堵政策。因此直到

1960 年代末期之前，中共始終針對這些東南亞國家擺出敵視態度，認定這些國

家與美國的軍事聯盟關係，仍構成中國的安全威脅。其中像是越戰高峰期間，泰

國和菲律賓因與美國分別有防務協議而參與越戰，如此即與中共間接形成對抗之

勢。而東南亞地區由印尼、馬來西亞、菲律賓、新加坡、以及泰國於 1967 年所

成立的東協組織，更被時值文化大革命暴動期間的中共，視作親美之反革命聯

盟，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亞洲追求新殖民主義目的之工具，更遑論是美國對中共包

圍戰略之一環5。為此中共認為更有必要在東南亞地區進行「革命輸出」，期能將

該地區對共產中國的安全威脅降至最低。至於這段時期中共與東協國家的經貿關

係，亦受到中共自給自足的內向型經濟策略、孱弱的經濟實力、以及國內外政治

環境之限制，除了與新加坡維持基本程度的商務關係之外，與其他東協國家則幾

近停擺6。甚至因為上述因素的干擾，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可說幾乎不重視將經

貿合作的推展視為政治工具這一選項，而無法排入中共的東南亞戰略目標議程。 

                                                 
4 尹慶耀，中共對外關係史料（上）（台北：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9 年），頁 102；

吳紫辰，「中國外交思想的演變：從『和平共處』到『和平發展』」，戰略與管理（北京），第 2
期（2002 年），頁 63。 

5 謝福進，「後冷戰時期中共與東協安全戰略關係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0 年），頁 96。 
6 宋鎮照，「中共與東南亞之政經關係與發展：回顧與前瞻」，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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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尋求和解以聯合反蘇 

存在於中共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相互敵對與威脅狀態，在僵持近二十年後，

1970 年代初期出現緩解跡象。這是因為中共對於國家安全威脅認知開始轉變，

最主要是與蘇聯自 1950 年代後期以來，有關意識形態、國家利益和領導人之間

的諸多爭執，在 1960 年代末終於公開決裂且兵戎相見於邊界；加上中共與周邊

國家之間的劍拔弩張，致使對外關係緊張嚴峻。為化解外交上的四面楚歌險境，

中共先將立即直接威脅指向北方的蘇聯，而於 1970 年代初試圖和緩對美關係以

聯美制蘇，並以加入聯合國來推動對外聯繫，由此亦開啟對東協國家採取睦鄰邦

交策略之契機7。中共對於東協國家的政治戰略於是從消極分化轉為積極聯合。 

接著毛澤東於 1974 年提出「三個世界」外交思想，試圖聯合廣大亞、非、

拉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拉攏西歐、日本、加拿大、澳洲等第二世界已開發國家，

來孤立並打擊美蘇此等超級霸權，進而延伸出「一條線」戰略以特意對抗蘇聯。

落實這些戰略的第一步，即須先取得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信任，向鄰近的東協國

家促進親善友好關係因此顯得至關重要。除了早已建交的緬甸、柬埔寨和寮國之

外，當時東協主要成員國的馬來西亞、菲律賓與泰國，便在 1970 年代中期成為

中共的邦交國（詳細外交互動情勢請見表 2-1-1）。此外，中共與東協國家因對立

狀態的消融所產生的其他層面作用，像是經貿關係的開始改善；而中共密切關注

的領土主權議題，則因對外欲在反霸統一戰線的建立過程中，獲取東協國家的政

治支持，以及對內仍承受著文化大革命的意識形態暴動和政治壓力，面對馬來西

亞與菲律賓於此期間在南沙島礁的佔領行為，不得不採取較為安撫的方式，而未

能擺出強硬姿態8。當最大的安全威脅矛頭指向蘇聯之際，中共的東南亞戰略目

標亦隨著有所調整與妥協。 

                                                 
7 Michael B. Yahud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Pacific, 1945-1995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97~201.；陸建人，「東盟的發展道路」，當代亞太（北京），第 8 期（1999 年），頁

24。 
8 宋鎮照，「中共與東南亞之政經關係與發展：回顧與前瞻」，頁 61、65；謝恩年，「中國安全觀

及其對東協認知之演變」，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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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1  中共與東南亞國家之外交互動情勢 

國 別 外   交   互   動   情   勢 

緬 甸 1950 年 6 月 8 日建交 

柬 埔 寨 1958 年 7 月 19 日建交 

寮 國 1961 年 4 月 25 日建交 

馬 來 西 亞 1974 年 5 月 31 日建交 

菲 律 賓 1975 年 6 月 9 日建交 

泰 國 1975 年 7 月 1 日建交 

印 尼 
1950 年 4 月 13 日建交 
1967 年 10 月 9 日斷交 
1990 年 8 月 8 日復交 

新 加 坡 1990 年 10 月 3 日建交 

汶 萊 1991 年 9 月 30 日建交 

越 南 
1950 年 1 月 18 日建交 
1991 年 10 月重新關係正常化 

資料來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各國建立外交關係日期簡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lbfw/jjbiao/t9650.htm. 

    中共在 1970 年代中期企圖推動與東協國家關係的和解，既有將東協國家納

入反蘇反霸統一戰線之考量，尚與越南的勢力膨脹相關。由於 1970 年代中後期

的中南半島上，出現了統一和民族意識高漲的越南，不僅欲強力執行「印支聯邦」

（Federation of Indochina）之擴張政策，更選擇在蘇聯爭奪亞太甚至世界霸權之

佈局中成為同路人，如此必然對中國安全形成南北夾擊之勢。為此中共亦視東協

國家在越南之擴張問題上，具有重要地緣戰略角色，而欲聯合之以阻止越南入侵

柬埔寨的擴張勢力之舉，並對抗蘇、越之雙重威脅9。總之，毛澤東時期中共看

待東南亞的戰略目標，從對抗分化至尋求和解，與美國和蘇聯所引發的安全威脅

消長可謂息息相關。 

 

 
                                                 
9 Robert S. 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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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 

    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大陸情勢，由於意識形態與政治利益的算計，內政與外交

不僅陷於停滯，更是動亂頻仍，國家發展所需資源或基礎幾乎已被消耗殆盡。隨

著「左」傾勢力引發的政治紛擾逐漸平息，經過 1978 年 12 月中共黨的第十一屆

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並依序類推），鄧小平實際上

成為中共領導集體的核心，並將黨國工作重點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至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10。從此中共便開始強調經濟建設，並在外交戰略上施行相

關調整與佈局。中共當時對東南亞地區的戰略目標，先是為對抗北方的蘇聯霸

權，而持續爭取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和解與支持；繼之因改革開放需要，而試圖

在東南亞開創有利經濟交流之和平環境；1990 年代初期前後又為扭轉「天安門

事件」所致的外交危機，而力促與所有東南亞國家外交關係之正常化。 

一、爭取政治和解及支持 

    當鄧小平重新掌權後，為使國內的政治經濟等機制能恢復運作，最高領導人

的意志方向作用在此過程中極為關鍵。是以鄧小平針對國家內政與外交決策的拍

板定案，勢必突顯出更為鮮明的強人政治色彩。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即

依循鄧小平指示，將全體黨國的工作重心置於國家的經濟發展上。為避免此一任

務遭致外在威脅干擾，中共一向為內政服務的外交重點，便轉為爭取穩定並有利

於經濟建設的國際周邊環境。不過當時中共所認知的外部處境，卻仍與北、南兩

方帶有敵意的鄰國呈現對峙僵局，致使最根本的國家生存安全面臨嚴酷挑戰。倘

若不對此謹慎因應，更遑論經濟建設有推動的機會。 

    鄧小平主政初期存在於中共北方的安全威脅，即指自 1960 年代末期以來關

係決裂並兵戎相向的蘇聯。至於來自南方的安全困境，則是 1976 年統一後在外

交上傾向蘇聯、並因民族主義高漲、而與中共產生邊界與南海島礁主權糾紛的越

                                                 
10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78 年」，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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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尤其關於蘇聯與越南在 1978 年 11 月所簽署的《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中共即評估蘇聯正企圖推動經由印度洋、波斯灣、

紅海到東南亞的所謂「南向戰略」（Southward strategy）；此舉不僅是其有計畫達

成支配全球戰略的重要部分，且欲將整個亞洲籠罩在其影響力之下，更是對中共

展開包圍之必要運作。而在越南方面，中共認定其因接受蘇聯援助支持，加上建

立區域霸權之野心，遂甘願在蘇聯擴張區域甚或全球勢力、並對中共形成包圍態

勢之戰略上扮演配合工具。其中 1978 年 12 月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共即視此乃蘇

聯在背後操縱、而企圖推展「南向戰略」的步驟環節11。故針對蘇聯和越南在中

國邊境的軍事擾動，鄧小平等中共高層不免深感國家安全上的芒刺在背。 

    正因為鄧小平上台前後，中共的外部威脅認知，仍鎖定在蘇聯及其同夥越

南，由毛澤東所主張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仍備受重視。在遏制蘇聯和越南的圍堵

及勢力擴張問題上，正因中共仍視東南亞具重要地緣戰略角色，中共的東南亞戰

略目標之一，遂仍為爭取東協國家的政治支持，而將其納入統一戰線的範圍，以

期對抗蘇聯和越南的雙重夾擊。1978 年 3 月，時任中共國務院副總理的李先念

便訪問菲律賓，強調中共要在平等互惠原則下與東協國家加強聯繫，來合力防範

超級大國的霸權擴張。同年 11 月當蘇聯和越南簽署友好合作條約之際，鄧小平

立即親自率團訪問泰國、馬來西亞和新加坡，其中感受越南勢力威脅最直接的國

家—泰國，即為訪問的首站。為在統一戰線的推展中強化與東協國家的互信合

作，中共似亦向東協國家提供相當程度的安全承諾；1978 年 12 月越南進軍柬埔

寨事件及後續演變，似讓中共有機會得以印證，待至 1979 年 2 月至 3 月便以自

衛反擊保衛邊疆安穩為名，與越南發生軍事衝突。而當戰場延伸到東協成員國之

邊境時，東協國家基於自身安全考量，遂以「不干涉內政」精神，與中共一同要

                                                 
11  Douglas Pike, “Vietnam and China,” in Joyce K. Kallgren, Noordin Sopiee, and Soedjati 

Djiwandono eds., ASEAN and China : An Evolving Relationship(Berkeley :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p. 330~331.；William S. Turley, “More Friends, Fewer 
Enemies : Vietnam’s Policy toward Indonchina-ASEAN Reconciliation,” in Sheldon W. Simon ed., 
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Armonk, New York : M.E. Sharpe, 1993), 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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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中共向東南亞推行的統一戰線，因在越南問題上與東協國

家產生安全利益交集，實際成效亦由此彰顯發揮12。故 1970 年代末期中共持續

對東協國家加強睦鄰外交，戰略目標之一，即在蘇聯和越南仍具安全威脅之情勢

下，意圖促使東協國家能加入對抗蘇、越的統一戰線，如此方使中共能獲致更多

的安全保障。 

    同樣關乎安全議題，1970 年代末期至 1980 年代初期，中共視南海主權問題

為次要矛盾，對於東協國家的介入，採取暫緩處理的方式，以求推動與東協國家

的安全合作，來對付蘇聯勢力擴張此一主要矛盾。接近 1980 年代中後期階段，

於內中共高層對於蘇聯「南向戰略」的形勢，判斷已不若以往棘手，復以改革開

放政策持續進行；外界則是蘇聯在外交上開始實行和解路線，試圖尋求與中共關

係的正常化。如此導致中共針對蘇聯威脅的感受程度由嚴峻漸趨和緩，並使反蘇

因素在中共的東南亞戰略目標中之重要性開始下降，而這又促使中共重新評估南

海主權和潛在資源之相關議題性質。惟冷戰時期的區域格局，仍受強權很大程度

的擺佈，且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後續事態亦為僵持未決，中共還是難以將南海問題

提升至主要關注位置。時至 1980 年代末期，中共評估戰爭衝突的急迫可能性，

由全球層次逐漸拉回到周邊的領土主權紛爭；加上柬埔寨問題的解決有望，以及

國內經濟發展所需之能源日甚，南海問題於是已不可避免將成為主要矛盾13。面

對越南、菲律賓、馬來西亞等國提出南海主權和資源要求，鄧小平雖提出「主權

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試圖緩解中共與這些國家的緊張關係14；

惟有關各方對此爭議仍是糾紛不斷，而中共與東協諸國在 1990 年代後的互動過

程中，此一問題更是關係進展的絆腳石而無可躲避。 

                                                 
12 潘錫堂，「鄧小平時期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政策」，高崇雲主編，海峽兩岸南向政策與東協（台

北：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5 年），頁 172~174；「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79 年」，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113.html. 
13 Chen Jie, “Major Concerns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n Chandran Jeshurun ed., China, India, 

Jap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 Regional Strategic Studies Programm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p. 155~158. 

14 「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立場以及解決南沙爭端的政策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2305/t106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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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創有利經濟交流之和平環境 

    早在 1978 年 12 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即已決議未來的工作重點是要

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宣示將以經濟建設為重15。不

過受制於蘇聯和越南勢力仍環伺在中國邊境，中共的外交佈局仍以對抗霸權威脅

為第一要務，而後才能為國家經濟發展開創有利環境。當時中共向東協國家推動

睦鄰外交，主要用意也在於建立政治與軍事安全上的統一戰線，來共同因應蘇聯

和越南在東南亞的虎視眈眈。等到 1982 年過後，一來因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再

次啟動，雙方在經濟、科技、貿易等領域的交流漸次恢復；再者蘇聯因擴張戰線

過長，內外矛盾加深以致國力下降，如此使得美蘇爭霸態勢轉入均衡和僵持階

段；加上蘇聯改革派領導人戈巴契夫（Gorbachev, Mikhail）在 1980 年代中期上

台16。這些因素讓中共認為蘇聯霸權不再如 1970 年代末期那般立即危險，爭取

和平的周邊環境以利經濟發展將指日可待。 

    既然蘇聯霸權的威脅性開始減緩，中共與東協國家合作關係中的反蘇比重，

也就需要重新評估。1982 年 9 月中共黨舉行十二大，會中鄧小平雖仍將反對霸

權主義，列為中共黨國在 1980 年代的三大任務之一，但亦強調維護和平的重要

性，更以經濟建設做為任務核心17。此後為加強推動四個現代化，中共便以鄧小

平的和平與發展觀以及獨立自主外交思維為原則，堅持實行對外開放，在平等互

利基礎上，擴大與各國的經濟、貿易、技術交流合作，以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係

和促進共同繁榮。由於中共將自身歸於發展中國家，因此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

的合作，將是中共對外工作的基本立足點，這就決定了中共將向鄰近的東協國家

持續推展敦睦邦交18，繼反霸之後，中共在東南亞的下一階段戰略目標，便是透

                                                 
15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16 唐家璇，「新中國外交的光輝歷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js/2157/t8737.htm. 
17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4429495.html. 
18 潘錫堂，「鄧小平時期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政策」，頁 16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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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和平周邊環境的開創以利經濟互惠。 

    為在東南亞維持一個有利於經濟發展的和平周邊環境，中共以睦鄰姿態推動

與東協國家的合作關係，過程中強調要揚棄意識形態以及超越社會制度，並針對

與東協國家之間有關共產游擊隊、領土糾紛、華僑等問題，都以擱置迴避或協商

開發等靈活性措施，以求與東協國家當權政府關係之修好。在政治關係改善的基

礎上，更有助於中共與東協國家的經貿往來，以期透過東南亞華僑的經濟力量，

來投資中國大陸而拉動經濟成長。當時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進程，例如華人與華

僑佔絕大部分之新加坡，是中共向東協國家開拓經貿路線的中心地點；馬來西

亞、菲律賓、甚至與中共存有嫌隙的印尼官方與東協其他國家，也鼓勵國內廠商

與中國大陸洽談貿易與投資事宜。19其實，中共透過經貿合作促進與東協國家的

睦鄰友好關係，除能以此追求國家經濟增長外，似謹記美、蘇相繼在東南亞展開

包圍態勢之教訓，而仍帶有政治安全動機，亦即避免東南亞安全形勢再次遭受外

部強權所左右，以外交的主動出擊確保國家安全的穩固。 

三、力促外交關係正常化 

    儘管中共加強與東協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在東南亞主動爭取和平環境，以

保證經濟發展或政治支持無後顧之憂。不過 1980 年代末期的一連串國內外情勢

演變，卻又對中共的安全處境形成排山倒海的壓力。先是 1989 年 6 月 4 日在中

國內部爆發「天安門事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立即針對中共的侵犯人權

行徑提出嚴厲批判，並接連在政治、軍事、經濟層面實施制裁與禁運等懲罰措施，

以讓中共面臨外交孤立困境20。隨後 1990 年代初期的東歐與蘇聯共產集團，因

內外危機陸續湧現以致分崩離析。西方國家由此評斷在民主化的浪潮下，中共政

權已為共產陣營中的風中殘燭，而持續對其進行外交封鎖以促政權的垮台。為讓

中共明顯感受封鎖措施對其國家發展之衝擊力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必然

                                                 
19 潘錫堂，「鄧小平時期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政策」，頁 171~175。 
20 陳有為，天安門事件後中共與美國外交內幕—一位中國大陸外交官的歷史見證（台北：正中

書局，1999 年），頁 119~122。 



胡錦濤時期中共的東南亞安全戰略 

 - 27 -

不會錯失與中共周邊國家合作此一有效之施壓管道。 

    針對天安門事件後的外交劣勢，為防止周邊環境不予支持，甚至干擾國家對

經濟發展的全力投入，中共以「不干涉內政」以及「經濟優先」主張，來拉攏仍

有迫害人權情事且為發展中的東協國家，使其不受西方國家的外交封鎖措施所支

配。更具體來說，當時中共藉由市場商機誘因，向東協國家持續推展睦鄰與務實

外交，期使彼此能重視貿易和投資發展以降低政治干預21，讓東協國家認知與中

共進行經濟合作的好，而非其在人權記錄上的重大污點與負面形象。於是中共透

過以經濟為重的東南亞睦鄰外交，使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與孤立措施出現缺

口，而至少在東南亞地區成功進行外交突圍。 

    從 1990 年至 1991 年，中共與印尼恢復於文革時期中斷的外交關係、和新加

坡及汶萊建立正式外交關係、並重新正常化與越南的外交關係。同時自天安門事

件後的三年內，中共持續派遣不同部門官員出訪泰國、馬來西亞、新加坡、菲律

賓、印尼等國，且互訪層級逐年提高22。除了積極強化雙邊關係而與所有的東南

亞國家建交之外，中共更開始注意到東南亞多邊機制的區域影響力。1991 年 7

月，中共即由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代表，第一次參加在吉隆坡舉行的第二十四

屆東協外長會議（ASEA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開始與東協此一區域組織

對話23。延伸觀之，中共似擔憂西方國家尤其美國，會逮住天安門事件這個時機，

聯合東協國家使其勢力在東南亞更形穩固，而相對抵銷中共自 1970 年代接近中

期以來，在該區域的安全修補作用，以致中共勢必更積極加強與東協國家的雙邊

與多邊關係聯繫。 

 

 

                                                 
21 潘錫堂，「鄧小平時期中共對東協的外交政策」，頁 175。 
22 Chen Jie, “Major Concerns in China’s ASEAN Policy,” pp. 162~163。 
23 人民日報（北京），2003 年 10 月 9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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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 

    直到 1990 年代初期，鄧小平對於中共內政與外交決策之影響力雖仍動見觀

瞻，中共黨政領導權的輪替接班，卻已在 1980 年代中期起加速推動。從 1987 年

10 月的十三大、1989 年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同年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

1992 年 10 月的十四大、乃至 1993 年 3 月的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江澤民的

政治頭銜由原先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漸增為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

會主席、國家主席以及國家軍委主席。尤其是在十四大之後，鄧小平完全退居第

二線，使得以江澤民為政權核心更顯得名符其實，中共第三代領導集體的全面主

政24亦由此揭開序幕。 

    江澤民時期中共的外部環境，正逢冷戰結束後的急遽變化之際。亞太地區的

權力格局，看似由霸權宰制逐漸轉為多極化發展，政治上的意識形態對抗煙硝，

也正被經濟上的區域整合浪潮所沖刷褪盡。儘管安全威脅仍在特定地區和議題上

不斷湧現，時代整體走向卻依然是和平與發展。持續執行改革開放任務的第三代

領導人，認為機不可失而延續外交為內政服務的路線，力圖創造和平良好的國際

和周邊環境，以利國家經濟建設的順利推動25。為實現此一外交戰略總目標，中

共在東南亞地區以雙邊關係為基礎，開始參與多邊機制運作，期能減少政治與安

全領域之歧見紛爭，並倡議經濟合作來促進與東協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進而擴

展自身的亞太區域影響力，以確保外部環境的更加穩固。 

一、參與東協政治互信機制 

    1990 年代初期的國際和周邊環境對中共而言，可謂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

在於冷戰終結致使政治對抗態勢趨緩，合作發展契機浮現；挑戰則為西方國家針

對天安門事件所施展的外交封鎖。為避免國家經濟建設得不到外部環境的有利支

                                                 
24 熊自健，「中共黨政領導班子的建設規畫—從十二大到十六大」，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

挑戰（台北：新新聞文化，2002 年），頁 77~81。 
25 蘇浩，「冷戰後中國外交發展的脈絡」，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頁 34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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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共當時的首波外交動作，即針對同為發展中國家、且有別於西方人權與民

主價值觀的東南亞各國，釋放政治善意以期推開理解與互信之門。繼全面建立與

東南亞各國的雙邊關係後，中共進一步注意到東協對形塑區域政治樣貌之作用潛

力，而意欲將外交觸角伸向此一多邊機制。 

    中共與東協整體的接觸互動，始於 1991 年 7 月的東協外長會議上。江澤民

主政下的中共，持續推進與東協的政治關係密切程度。諸如自 1993 年起，中共

與東協高層互訪漸趨頻繁，東協秘書長更率團訪問北京，商討拓展合作範圍的可

能性。1994 年 7 月的第二十七屆東協外長會議上，中共爭取到東協的認可，在

成為磋商夥伴之餘，又獲准加入東協區域論壇；雙方對共同關切的政治議題，亦

達成共識而將透過「東協－中國資深官員政治諮商會議」（ASEAN-China Senior 

Officials Political Consultations）予以探討。為此以副部長層級為主之首屆資深官

員協商會議，便於 1995 年 4 月在中國杭州展開政治磋商，並商定逐年定期化舉

行。1996 年 7 月，中共於東協外長會議上再獲認定，成為東協的全面對話夥伴；

東協駐華使節亦在北京成立「東協委員會」（ASEAN Committee in Beijing）26。

至此以觀，中共在東南亞的外交行動，較 1990 年代初期顯得更加活躍。 

1997 年 12 月，中共參加在吉隆坡舉行的首屆「九加三」（東協九國、中、

日、韓）與「九加一」（東協九國、中）非正式高峰會。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

澤民以及與會各國元首和代表，一致同意加強相互間的互信與合作關係，促進地

區合作的機制化，並於會後共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協國家元首會晤聯合

聲明》（Joint Statement of the Meeting of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ASEA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確立了中共

與東協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之目標；東協與中、日、韓亦決議往

後每年定期以「東協加三」和「東協加一」形式舉行會談。隨即在 1998 年年底

                                                 
26  “The First 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ASEAN Secretariat, 

http://www.aseansec.org/1984.htm.；人民日報（北京），2003 年 10 月 9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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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協加一」高峰會上，中共與東協透過聯合聲明，再次表示雙方邁入二十一

世紀的重要政策，乃發展睦鄰互信的夥伴關係，並經由高層交流、加強對話與合

作以增進共同利益。27尤有甚者，中共獲准參與東協的相關多邊機制運作，可從

中爭取為「中國威脅論」進行闢謠澄清，期能減少東南亞國家之政治猜忌。 

    中共除了藉由東協相關多邊機制向東南亞各國促進政治上的良性互動之

外，復於 1990 年代後期，與東南亞各國分別簽署或發表面向新世紀的雙邊合作

架構文件。按關係緊密程度之順序，中共與泰國建立起全方位的睦鄰互信夥伴關

係；與菲律賓、馬來西亞、新加坡、緬甸等國，確定了長期穩定、互信的睦鄰友

好合作關係。總的來說，江澤民時期中共與東南亞各國之間，已形成多層次的對

話機制，從高層領袖定期會晤以商討整體關係發展，到由部門官員所成立的專門

機構就具體問題進行協商28。是以中共各層級官員意欲透過雙邊或多邊會談機

制，就中國動向或區域特定議題，拓展與東南亞國家「增信釋疑」之空間。 

    為爭取政治理解與認同，中共在對柬埔寨問題之解決、以及西方民主價值觀

之挑戰等問題上，採取與東南亞各國相近之立場，並期能藉由特定合作形式以求

因應。然而欲以如此個別現實利益考量，強化日後的政治合作關係，似仍缺乏十

足之說服力。況且中共對於捍衛領土主權之歷史敏感性，似使其易受相關爭議所

激，而與東南亞相關國家產生外交上甚或軍事上之針鋒相對29，如此更會衝擊且

動搖著中共與東協仍不甚牢固之政治合作根基。 

二、實行多邊經貿聯繫 

    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在冷戰後逐漸跨越政治與軍事之壁壘

分明，政治關係的改善為雙方關係之多面向發展提供基礎；加上全球化的風起雲

                                                 
27 李一平，「試析冷戰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李一平、莊國土主編，冷戰以來的東南亞國際

關係（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年），頁 134。 
28 蘇浩，「冷戰後中國外交發展的脈絡」，頁 356~357。 
29 黃奎博，「冷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2000 年 12 月），

頁 2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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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所帶來之經濟發展契機，而使經濟合作特別是透過多邊機制有譜。1993 年中

共即與東南亞國家決定建立東協－中國經濟貿易合作聯合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Committee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以及東協－中國科學技術聯

合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以期進一步

發展雙方在經濟、貿易與科學技術領域之合作與交流。1994 年 7 月中共在第二

十七屆東協外長會議上由錢其琛代表，簽署了關於建立東協－中國經濟貿易合作

聯合委員會以及東協－中國科技合作聯合委員會的協議。至 1997 年 2 月，中共

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涉及經濟對話合作之機制，已有東協－中國聯合合作委員會

（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東協－中國經濟貿易合作聯合委

員會、東協－中國科學技術聯合委員會。同年爆發東亞金融危機，中共除宣布人

民幣不貶值之外，更向東南亞國家提供貸款援助30，藉此加強與東南亞國家之經

濟聯繫，以及維持區域經濟環境之穩定。 

    時至 2000 年 11 月，中共基於擴大與東南亞國家之經貿交流，在「十加一」

（東協十國、中）高峰會上，由朱鎔基提出願與東協建立自由貿易區之構想，東

協國家對此亦有正面回應。而 2001 年東協－中國商務理事會（ASEAN-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成立，應可視為雙方推動自由貿易區有望之預備作業。同年

11 月在汶萊舉行的第五屆「十加一」高峰會上，與會元首和代表一致同意並正

式宣佈於今後十年內建立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並就新世紀初重點合作領域達

成共識。2002 年 9 月，首屆東協－中國經濟貿易部長會議（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nd the Minister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汶萊舉行。會議雙方就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之相關問題，

包括貿易投資關係、《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貨物貿易自由化方面的「早期收

穫計畫」（Early Harvest Programme, EHP）等內容進行磋商與達成共識，該會並

原則通過《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草案。同年 11 月的十六大前後，朱鎔基在

                                                 
30 “The First 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 Meeting,” ASEAN Secretariat.；人民日報

（北京），2003 年 10 月 9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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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一」高峰會上，與東協十國領袖元首簽署了《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決定至 2010 年完成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之組建，正式啟動建立自由貿易區進

程31。中共在世紀之交經由多邊機制，促進與東南亞國家之經濟合作，可說為國

家經濟發展爭取到頗具效益之建設性周邊環境。 

三、倡導多邊安全協作 

    無論是在政治或安全領域，江澤民時期中共對於東南亞國家的重點工作，即

在促成雙邊或多邊會議的參與、會中對話協商、以及協商後的合作決議與執行。

中共期能藉此減低彼此之對抗張力，避免引爆外交甚至軍事衝突，並在維護領土

主權完整之原則下，促進區域和平，為各自的經濟建設創造穩定環境。為此中共

開始接觸所謂的信心安全建立措施。天安門事件後的兩年亦即 1991 年 6 月，中

共便派遣官員首次參加東協所舉辦的亞太安全研討會。1992 年錢其琛在東協外

長會議上，對於東協「和平、自由、中立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以及「東南亞非核區」（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之主張表達

支持。1993 年中共外交部官員於聯合國舉辦的亞太區域信心建立會議上，強調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重要，以及擁核國家應避免率先使用核武等主張，釋放

出進一步的善意訊息。1994 年 7 月，中共參與了東協區域論壇的首屆成立會議，

錢其琛在這個唯一的區域官方安全協調機制會議上，說明中共推展亞太安全合作

之立場。1995 年 5 月，中共表示贊成東協區域論壇之《概念性文件》（Concept 

Paper）。1997 年 3 月，中共首次與菲律賓共同主辦東協區域論壇「信心建立措施

輔助小組」（Support Group on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此一多邊政治與安

全性質會議。1998 年至 1999 年時任中共外長的唐家璇，分別在第五、六屆東協

區域論壇會議上，闡釋新型安全觀之內涵。1999 年 11 月中共在「東協加三」高

峰會中，連同各國與會代表發佈《東亞合作聯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強調針對區域特定議題應持續對話並加強合作，以維持東亞永久

                                                 
31 李一平，「試析冷戰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係」，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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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32。中共參與東南亞多邊安全機制之進取企圖由此足見。 

    透過多邊安全機制的參與，中共在向東南亞國家推展信心建立措施的過程

中，關於新型安全觀從凝聚成形、反覆宣揚到力求實現可謂動作頻頻。為因應周

邊情勢變遷而對安全概念有所調整，1997 年 3 月的東協區域論壇信心建立措施

會議上，中共首次正式提出適合冷戰後亞太各國維護安全之「新安全觀」，之後

則在不同國際場合對此不斷強調和倡導。同年 4 月、7 月、與 12 月，在江澤民

訪問俄羅斯，以及錢其琛參與第四屆東協區域論壇、東協民營部門慶祝東協成立

三十週年大會時，均提及新型安全觀在冷戰後的時代意義。1998 至 1999 連續兩

年唐家璇在東協區域論壇會議上，進一步闡述新安全觀的主要內涵。新安全觀的

具體核心要義，則首見於 1999 年江澤民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之演說，即「互

利、互信、平等、合作」；2001 年在中國共產黨成立八十週年的紀念講話中，江

澤民再度強調新安全觀並將其中的合作更改為「協作」。2002 年 7 月第九屆東協

區域論壇會議上，中共提出《中國關於新安全觀的立場文件》，說明新安全觀的

核心所指：互信在於各國應經常就各自安全防務政策與重大行動，展開對話與相

互通報；互利係指實現自身安全利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以實現共同安

全；平等乃謂國家之間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及不干涉別國內政；協作則為

以和平談判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切之安全問題進行廣泛深入的合作。33是

以中共試圖向東南亞各國強調並落實「互信、互利、平等、協作」之新安全觀，

以期維持東南亞周邊環境之良好穩定，而利於國家經濟發展需求。 

    信心安全建立措施以及新安全觀的相關作為，雖是中共面對與東南亞國家之

間的安全議題所倡議之處理模式，南海海域之領土主權爭議，卻為江澤民時期難

以自始至終進行模式套用之顯著例證，而是呈現衝突和協調相互交錯局面。1992

                                                 
32 黃奎博，「冷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頁 206~208。 
33 新安全觀之相關內涵論述請參閱王勇，「論中國的新安全觀」，世界經濟與政治（北京），第 1

期（1999 年），頁 42~45；楚樹龍，「冷戰後中國安全戰略思想的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北

京），第 9 期（1999 年），頁 11~15；邱坤玄，「中共對冷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

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04 年 7 月），頁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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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 月，中共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領海及其毗鄰區法》，向外昭示南海主權及

管轄權歸其所有，並使中共在該區域使用武力驅逐外國船隻有法理上的依據；同

年中共雖對東協外長會議通過之南海宣言表示接受部分內容，並強調「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的立場，惟卻私自與美籍公司簽約以探勘南海油源。1993 年中

共雖參與南海問題研討會此一區域第二軌道安全對話機制，然針對將會議性質提

升至官方層次之建議則表示反對。1994 年 3 月，中共國家海洋局局長表示中共

將在海南特別行政區下設立海洋廳，以加強對南沙、西沙、中沙群島及附近海域

的管理。1995 年 4 月首屆資深官員協商會議上，儘管中共同意將南海問題提到

東協區域論壇來討論，但不贊同為衝突議題設立專門機構，或使該論壇成為解決

機制；同年中共卻又在未知會南海周邊鄰國的情況下，於南沙的美濟礁（Mischief 

Reef）開始建築工事。1996 年中共則與菲律賓、越南分別簽訂雙邊協議，欲行

擬定南海行為準則相關事宜34。從中共單方或在多邊會議中的舉動觀之，這五年

其對南海問題之立場顯偏強硬。 

    1997 年 12 月中共與東協在「九加一」高峰會中，決議在睦鄰互信、友好協

商的基礎上，遵守《聯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解決南海爭端。1998 年 7 月中共在應東協等國要求所發表之國防白

皮書中，一方面強調追求相互安全之決心，另方面卻載入「鞏固國防，抵抗侵略，

制止武裝顛覆，保衛國家的主權、統一、領土完整和安全」等字眼，使東協國家

又生疑慮；同年 9 月，中共要求越南撤出南沙群島的奧南暗沙（Orleana Shoal）

和金盾暗沙（Kingston Shoal）；11 月，中共宣稱已與菲律賓達成對南海「擱置爭

議、共同開發」之共識，但後者隨即對中共未能即刻拆除在美濟礁上的建築工事

而一再表達抗議。1999 年 3 月，中共外交部表示將暫停在南沙美濟礁之建築工

事，但仍強調南沙主權歸屬中共；同年 7 月中共在「東協加一」高峰會上，表示

願嚴肅考慮《南海行為準則》（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草約，

                                                 
34 黃奎博，「冷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頁 206~20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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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卻在「東協加三」高峰會上，既對該準則之適用範圍，與越南和馬來西亞產生

爭議，且當時國務院總理朱鎔基在會前表態，不希望在國際會議上討論南海問

題，故未針對該準則與相關國家進行充分討論。直至 2000 年 5 月，由於中菲、

中越之南海問題談判，僅同意和平解決以及持續協商原則，未能有重要突破進

展，致使中共與東協資深官員協商會議做出決議，促成「東協與中共南海行為準

則工作小組」（ASEAN-China Working Group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之集會，以研商行為準則之相關擬定事宜35。經過兩年多的磋商協調，

在 2002 年 11 月十六大召開前夕，中共再度選擇偏向政治管道來尋求南海問題之

解決方式，而與東協國家達成簽署《南海各方行為宣言》之共識。 

    其實，中共就相關安全議題，向東南亞國家所倡導的信心建立與新安全觀行

動，在南海爭議的處理上卻有相當程度之侷限。對中共而言，當捍衛領土主權之

歷史包袱36、加上改革開放引致能源需求、以及崛起國力尤以欠缺透明度之軍費

與軍力擴增意圖，一旦這些引爆點產生連鎖效應，東協國家不得不擔憂中共對南

海問題姿態只會更趨強硬。儘管中共主張「擱置主權、共同開發」原則，試圖持

續與東協談判協商以維繫友好關係；中共曾就南海島礁與越南和菲律賓發生軍事

對峙的前車之鑑，卻令東協依然有所警惕，顧忌中共軍力的不斷擴張可能引發相

關事態演變37。因此，中共若欲與東南亞國家進行更加密切的政治與安全合作，

南海爭議已成為其最主要的考驗關卡。 

 

                                                 
35 黃奎博，「冷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頁 207~210。 
36 Denny Roy, “The Foreign Policy of Great-Power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9, no. 

2(September 1997), pp. 122~123. 
37 李明，「世界新秩序下中共對東協之外交政策」，周煦主編，後冷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台北：

國立政治大學外交系所，1994 年），頁 162~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