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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四代領導的東南亞安全觀 

    毛澤東和鄧小平時期中共之東南亞動向決策，冷戰形勢之牽制實乃重要變

數。待至江澤民主政，在權力接班朝制度化過渡、提昇民生發展和民族自信心為

重等態勢持續之際，中共的安全戰略走向，即與國家利益如何因應東南亞環境變

動有著高度聯繫。當時中共雖認知到冷戰後國際對峙情勢趨緩，合作氛圍在經濟

全球化帶動下有所增長，依此提出以新安全觀為基調的外交方針並向東南亞國家

倡導。不過讓東南亞國家不得不提防的，卻在於中共對南海等邊界領土主權之敏

感性，以及由此引致的軍事劍拔弩張之勢。 

隨著二十一世紀初期「江下胡上」的權力交接，新領導班子走馬上任後，中

共的安全動向轉變幅度，便理所當然受到外界的高度關注，尤其是曾產生外交齟

齬和摩擦的東南亞地區。本節即主要參考胡錦濤時期中共所發佈的官方文件，說

明胡錦濤主政下中共對國際及東南亞周邊等外部形勢之評估與解讀。 

第一節  外部形勢評估 

中共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受國際矚目之事態發展，乃中央領導層級的權力接

班。首先登場為 2002 年 11 月 15 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六屆一中全會，會議通

過胡錦濤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繼而在 2003 年 3 月 15 日十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選舉胡錦濤為新一屆國家主席，次日胡錦濤即提名

並經會議決議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理，「胡溫體制」正式成形；會議亦通過胡錦

濤為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至此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領導班子正式掌

握黨、政大權。2004 年 9 月 19 日中國共產黨十六屆四中全會，決議胡錦濤為黨

的中央軍委主席3，此後黨、政、軍的最高實權集中，更加確立第四代領導班子

                                                 
1 人民日報（北京），2002 年 11 月 16 日，第 1 版。 
2 人民日報（北京），2003 年 3 月 16 日，第 1 版、2003 年 3 月 17 日，第 1 版。 
3 「中共第 16 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9/19/content_1995366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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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趨穩，胡錦濤時期於焉揭幕。 

一、國際形勢 

    2002 年底胡錦濤開始掌權，此後中共所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或是國防白皮

書等官方文件，認定當今時代主題仍持續為和平與發展。所謂的和平與發展，首

先是指各大國之間的關係保持比較穩定與合作的態勢，彼此既缺少全面戰爭的準

備，也沒有彼此開戰的意思；再者世界經濟增長趨勢仍持續進行，全球多數國家

和地區均保持不同程度的經濟成長。戰爭與革命已為目前多數國家所揚棄，「穩

定中求發展」已有廣泛共識；第三則是多數國家解決國際衝突的主導思想依然是

以對話方式、合作方式，增信釋疑、求同存異，建設性地處理問題4。此一主軸

可謂中共對於當今時局的積極評估。 

依循「和平與發展」此一主軸，中共認定全球和區域在經濟整合與互賴合作

上呈現深化趨勢，區域經濟集團化、一體化進程繼續加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藉

此增強綜合國力，陸續登上政治舞台，開始發揮既有連續性、又有不同特點的作

用5，進而對於推動國際新秩序、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以及世界多極化起到非同

小可的作用。國際社會在九一一事件後更是以經濟合作為基礎，擴展傳統及非傳

統安全領域的對話與合作，透過國際協調合作以及多邊機制來解決發展和安全問

題，致使國家和區域間相互依存擴大與深化，國際組織、國際制度和國際法網絡

的繼續鋪展6。同時中共認為大國之間存在相互借重與合作的一面，特別是美國

為了反恐部署而調整戰略重心，給其他大國帶來合作機遇，使世界主要大國之間

找到共同利益的交界點，圍繞反恐而展開的大國的溝通、磋商和合作將更加頻繁

                                                 
4 「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ldhd/2007-10/24/content_785431_11.htm. 
5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5/200606/t98202.htm. 
6 楊潔勉、趙念渝等著，國際恐怖主義與當代國際關係：「9‧11」事件的衝擊和影響（貴州：貴

州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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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緊密7。加上伊拉克戰爭以來布希政府所遭遇的國內壓力與外交挫敗，令中共

認為原先由美國單邊主義所形成的國際戰略力量對比嚴重失衡局面有望改善。由

此觀之，中共對於避免戰爭的可能性趨向審慎樂觀，且對國際形勢評估更具信心。 

「和平與發展」雖是胡錦濤時期以來中共對於時代主題的持續定調，但卻非

因此完全認定形勢一片大好。首先，中共認為其所謂「公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

濟新秩序」尚未建立，其中主要矛頭指向居於超強地位的美國所推展的一系列反

恐行動。布希政府認為九一一事件給美國強化其對國際事務的控制提供一個極好

的契機，於是採行包括不顧國際社會多數成員反對而悍然發動的伊拉克戰爭、軍

事進駐、聯合軍演、以及軍事援助等方式，以更有效、更強硬手段建立美國在新

世紀的軍事霸權，長期保持美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單超獨霸」地位，如此使得中

共不斷強調需關注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或是單邊主義在國際安全中的動向，視

其將造成國家間關係更大程度的緊張，誘發連續式的無理行為並招致國際法的失

序8。尤有甚者，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軍事戰略和建設上不斷朝信息化以及

高技術作戰方向發展的情勢下，將較發展中國家具備更優異的軍事技術以致軍事

力量對比進一步失衡；且部分國家透過強化軍事同盟，釋放以武力使用解決爭議

之訊息。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為保衛包括領土與主權在內的國家安全，

大力開展以信息化為特徵的軍事現代化競爭於是難以避免9，國家安全甚至國際

安全形勢將愈受軍事因素左右。 

近年美國以反恐為由而在全球之部署活動，中共從消極面看來不僅造成國際

間潛在的軍事對抗形勢更為鮮明，恐怕更是眾多地區性戰爭的主要推動者，又發

                                                 
7 「2002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2/200606/t98275.htm. 
8 「2004 年政府工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193.htm.； 
「2004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4/200606/t98193.htm. 

9 「2006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6/200612/t1046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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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自身存在嚴重的制度性缺陷和歷史遺留的問題，如此雙重結構導致局部

武裝衝突與戰爭以民族、宗教、領土、資源等因素爆發，危及鄰國及周邊地區的

安全與和平。更別說美國反恐政策的失誤讓恐怖主義問題有增無減，成為美國等

發達國家面臨的頭號現實威脅之一，成為國際社會不得不應對的長期挑戰10。加

上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突顯，諸如南北經濟發展差距持續擴大、環境、毒品、跨

國犯罪、能源、金融、航運通道等問題嚴峻複雜。是以，美國治下的「霸權和平」

在相對和平不斷發展的主流下面，很難避免類似霸權戰爭、局部衝突、恐怖襲擊、

地區熱點等消極事態11，安全威脅呈現多樣化、複雜化、綜合化，致使中共對於

國際政經秩序走向仍存有相當程度警惕與不滿。（相關評估彙整請見表 3-1-1） 

 

 

 

 

 

 

 

 

 

 

 

 

                                                 
10 李慎明、王逸舟，2004 年：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年），

頁 10~11。 
11 「2005 年政府工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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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胡錦濤時期中共之國際形勢評估 

機 遇 

1.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代主題 

2.國際安全總體形勢發展持續穩定、世界和平與安全機遇大於挑戰 

3.經濟全球化、全球和區域經濟合作促進各國互賴利益關係深化 

4.各主要力量既相互牽制又協調合作 

5.發展中國家和區域集團實力增強 

6.世界格局向多極化過渡、國際戰略力量對比嚴重失衡局面有望改善 

7.聯合國地位和作用得到維護和增強 

8.傳統安全對話、非傳統安全合作增多；發展和安全問題之解決更重視國

際協調合作與多邊機制 

9.世界大戰和大國全面對抗在較長時期內可避免 

挑 戰 

1.安全威脅日趨綜合、多樣、複雜化 

2.國際政經、安全、地緣、民族、宗教等矛盾仍錯綜複雜而引發地區熱點

與局部戰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深刻影響國際安全 

3.經濟全球化影響擴及政治、安全、社會領域；並促使南北差距、能源資

源、金融、信息、運輸通道等安全問題上升 

4.非傳統跨國安全威脅更加突出 

5.軍事力量對比依然失衡；由發達國家帶動擴及發展中國家之信息化軍備

競賽加劇；國際防擴散機制面臨嚴峻挑戰；軍事同盟和以武力解決問題

之訊息不利改善國際安全形勢 

資料來源：作者彙整自「2002 年中國的國防」、「2004 年中國的國防」、「2006 年中國的國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二、東南亞周邊形勢 

    中共看待包括東南亞在內的亞太地區局勢，可說與國際整體動向的積極和消

極面接軌。在和平與發展的主軸之下，亞太地區安全形勢保持基本穩定，依然為

全球最具經濟活力的地區。絕大多數國家以發展為主要政策取向，尤以區域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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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合作正在勢頭上，其中如 APEC 始終發揮重要作用，自由貿易區的成立共識

已水到渠成。 

從經濟合作擴展開來，促使平等、多元、開放、與互利的地區合作局面正在

形成，解決爭端正穩健趨向多邊的和平協商、安全對話與合作等方式，東協區域

論壇即為代表。而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促使東亞地區的政治與安全對話，由建立

防止衝突、相互信任措施、提高各國國防能力的透明度、軍隊和軍事人員的互訪

和交流、派遣代表觀察軍事演習等傳統範圍，延伸至非傳統領域的合作。東協領

導人所發表《東協聯合反恐行動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Joint Action to 

Counter Terrorism），即表明在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東協從整體利益出發，始終遵

循力求「用同一種聲音說話」的原則。東協在反恐問題上及時協調立場，既有利

於防範恐怖活動在東南亞的擴散，也有助於一些國家緩解國內矛盾和國際壓力，

對維護東協的團結和區域穩定起到積極作用12。 

    另一方面，承接對國際形勢的消極面認知，中共表示亞太地區安全中的複雜

因素持續增加。近年由恐怖主義、分裂主義與極端主義問題依然嚴峻，東南亞一

帶的恐怖主義活動（以泰國南部、菲律賓南部和印尼全島為主要活動區域）即顯

示出日趨活躍跡象，甚至隨著伊拉克危機的深化和美國的強硬姿態，激化東南亞

一些國家的恐怖主義網絡，如 2004 年泰國南部穆斯林居住區發生多起重大暴力

衝突和恐怖襲擊13。其他由恐怖主義擴散出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諸如走私、海盜、

販毒、洗錢等跨國犯罪活動仍舊猖獗。 

    傳統安全問題方面，中共對自身的安全環境仍存相當程度之戒慎恐懼思維。

中共先是從 2002 年至 2006 年的國防白皮書中，由暗指至明示美日強化軍事同

盟，向外擴增軍事部署活動；2006 年的國防白皮書中則指出少數國家炒作「中

國威脅論」而加強對中國的戰略防範與牽制，由此令人不得不產生聯想意味，如

                                                 
12 「2004 年中國的國防」、「2006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3 李慎明、王逸舟，2005 年：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年），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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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藉由在東南亞開闢反恐第二戰線，某程度似存在著把對「中國威脅」的擔心

轉變為預言的危險。其次，周邊複雜而敏感的歷史與現實問題，諸如領土和海洋

權益爭端、民族和宗教糾紛仍影響國家間的互信與合作14。 

東南亞部分國家像是新加坡、印尼、以及馬來西亞關於與美國合作反恐的認

知差異，既引發國內具規模之伊斯蘭政治勢力的強烈反映，並在一定程度上影響

東協成員國之間的關係與組織內部的團結。且 2003 年至 2004 年在東南亞部分國

家舉行的國家領導人大選，其不安效應產生在黨派之爭制約社會政治的穩定，國

內政治和安全的嚴重問題則約束經濟成長15，如此事態演變對安全環境的牽引作

用亦在中共考量之列。（相關評估彙整請見表 3-1-2） 

表 3-1-2  胡錦濤時期中共之東南亞周邊形勢評估 

機 遇 

1.亞太地區安全形勢保持基本穩定 
2.區域經濟發展乃前所未有的良好、正形成平等、多元、開放、互利的地

區合作局面 
3.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逐步深化 
4.以東協與中日韓為主的東亞合作持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繁榮； 

東亞峰會則提供新平台 

挑 戰 

1.美國加快調整軍事部署、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能力； 
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推進軍事一體化 

2.日本謀求修改和平憲法、行使集體自衛權、軍事外向化趨勢明顯 
3.國家間互信合作仍受領土、海洋權益爭端、民族與宗教糾紛影響 
4.恐怖主義、分裂主義、極端主義威脅依然嚴峻 
5.部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入轉型期以致內部矛盾上升 
6.中國安全環境仍受「中國威脅論」與周邊歷史和現實問題所影響 

資料來源：作者彙整自「2002 年中國的國防」、「2004 年中國的國防」、「2006 年中國的國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14 「2002 年中國的國防」、「2004 年中國的國防」、「2006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 
15 「2006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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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總體安全觀調整 

    胡錦濤時期中共對於外部安全形勢，持續為機遇和挑戰並存之判斷。一方面

受到經濟全球化與九一一事件所牽引，從經濟延伸至其他領域的協商合作，在各

國或全球與區域組織之間正密切進展。另一方面，國家安全的不穩定因素，既來

自新形勢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尚需顧慮美國和鄰國出於「中國威脅」觀感而推

展之各項軍事行動。江澤民時期以新安全觀為主軸的安全戰略方針，在時遷勢移

的外部環境與持續提升國力的背景下，由第四代領導所承接並謀劃補強，是以陸

續闡釋「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以及「和諧世界」等論述，以回應和平發展

的時代主題，與消弭外界對「中國威脅」之疑慮。但難以平息外界質疑的，仍在

於中共對軍備革新的強化堅持，視其為國家發展的必備條件。 

一、「和平崛起」論 

    胡錦濤入主中南海的頭一年，中共對外戰略主要仍是「江規胡隨」，此可從

這段期間的官方談話得見16。而國際社會所關注之新領導及其新戰略動向，於

2003 年 11 月至 2004 年上半年大致確立，「和平崛起」論成為第四代領導的首波

國家戰略調整。這個至今仍讓國際社會爭議不休的論述，起先是由中共中央黨校

原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論壇理事長鄭必堅，於 2003 年 11 月 3 日的《中國

和平崛起新道路和亞洲的未來》一文中首次提及17。隨後 2003 年底此表述首度

納入官方高層領導的談話中，分別為溫家寶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18以及胡錦濤

於紀念毛澤東誕辰一百一十週年座談會的講話19。 

                                                 
16 「2002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3 年政府工作報告」，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173.htm. 
17 此文乃鄭必堅於博鰲亞洲論壇上所發表，詳見「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路和亞洲的未來

－在 2003 年博鰲亞洲論壇的講演」，中國改革開放論壇，

http://www.crf.org.cn/peacefulrise/zhengbijian.htm. 
18 溫家寶此一演講標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請參見人民網，2003 年 12 月 10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41298.html. 
19 人民網，2003 年 12 月 26 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267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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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04 年 3 月份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溫家寶詳細闡述「和

平崛起」的要義乃：「第一，中國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利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

努力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用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

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力量上，獨立自主、自力更生、艱苦奮鬥。依靠廣闊的國內

市場、充足的勞動資源和雄厚的資金儲備，以及改革帶來的機制創新。第三，中

國的崛起離不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利的原則下，同世界

一切友好國家發展經貿往來。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

人的努力奮鬥。第五，中國的崛起不會妨礙任何人，也不會威脅任何人，也不會

犧牲任何人。中國現在不稱霸，將來強大了也永遠不會稱霸。」20至此，「和平

崛起」論被外界視為中共第四代領導評估外部情勢特別是因應「中國威脅」而為

之對應戰略定調。 

    關於「和平崛起」論的內涵，大陸學界有謂中國和平崛起的首要舞臺將始終

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它一來需要在區域國際關係內的「平臺」分別為逐步創設、

培育、鞏固和發展亞洲次區域多邊安全與多邊經濟合作體制，東南亞即為其中關

鍵所在；再者對外經濟戰略特別是對周邊近鄰的經濟戰略，需要從政治和戰略高

度來指導或支配，而應當成為國家崛起漫長過程中的初期首要戰略分支；更應逐

漸與中國周邊個別地緣位置特別關鍵、國力實屬可觀的國家新建「特殊關係」21。 

    「和平崛起」論雖是中共第四代領導面對國際形勢變遷、尤以「中國威脅」

風波此起彼伏之際而提出之說辭。然大陸學界亦有聲音指出其效果似為「適得其

反」，其因乃在西方現實主義學者看來，「崛起」意味新舊霸權興衰轉移過程中，

將注定引發的衝突和戰爭，是與「戰爭」相聯而非「和平」，因而視「中國和平

崛起」難以成立。第四代領導或許認知到「和平崛起」論之提出並未達預期平撫

                                                 
20 新華網，2004 年 3 月 14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zhibo/20040314c/zhibo.htm. 
21 請見時殷弘，「中國和平崛起的戰略機遇和若干基本條件」，國際觀察（北京），第 3 期（2004

年），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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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疑慮效果，而於 2004 年後半年開始，將該論於黨政軍宣傳文件之外交方針

部分淡化並除去「崛起」字眼，改以「發展」替代之22。不過「和平崛起」論之

首倡者鄭必堅仍於 2005 年，以學術文章表達「和平崛起」對中國的重要意涵，

一為國家將繼續集中一切力量謀求自身發展；接而將繼續堅定不移地在獨立自主

的基礎上，積極參與經濟全球化，更加自覺地走一條與相關國家深化依存、合作

共贏的道路；最終將是在與世界文明相互交匯的進程中，實現中華文明在社會主

義基礎上的偉大復興23。由此顯見「和平崛起」論述，並未隨著中共官方的替代

更改而不復聽聞，其所衍生之後續效應依然存在。 

二、「和平發展」觀 

    「和平發展」表述的突顯，乃中共官方相當程度顧慮國際社會針對「和平崛

起」論之質疑所做出之修正。此表述首見於胡錦濤在博鰲亞洲論壇（Boao Forum 

for Asia）2004 年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24，而以溫家寶在 2005 年十屆人大三次會

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為代表，並成為至今中共外交戰略的構成要素之一。大陸學

界曾提出中國的戰略目標是在推行獨立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時，抓住機遇力

求自身的和平發展，建設全面的小康社會；若將「崛起」理解為「快速發展」，

則用「發展」代替「崛起」更為恰當，因為「發展」一詞本身已經包含有「快速

發展」的意思25，而第四代領導或許採納相關建言而進行如是調整。 

    胡錦濤和溫家寶關於「和平發展」觀的談話，主軸圍繞在中國將堅持走和平

發展的道路，並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在深化與周邊鄰國的睦鄰友好關

係之際，更要積極參與國際多邊外交活動，對於國際和區域組織運作進行實質貢

                                                 
22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pp. 265~266. 
23 鄭必堅，「和平崛起的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力量」，外交評論（北京），總第 85 期（2005

年），頁 19~21。 
24 胡錦濤以「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為題進行此場演說，詳見新華網，2004 年 4 月 2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6/content_1439621.htm. 
25 斐遠穎、馮昭奎，「關於『和為貴』、『和而不同』、『和平崛起』辨析」，世界經濟與政治（北

京），第 9 期（2004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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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而為國家形象與影響力爭取得以揮灑的國際舞台26。中國將在維護國際社會

穩定的同時，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國際合作的方式、循序漸進的方式，去改進

及完善現存國際秩序，最終達致建立一個和平穩定、公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濟新

秩序目標27，亦即實現世界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以及能

使各國共同繁榮的經濟全球化。由此足見第四代領導欲因勢利導、既以全球合作

深化的時代主題為契機來加速國家發展，又期能透過與國際社會的多面向合作，

來化解中共外部安全威脅，甚或形塑更能施展影響力的國際政經新秩序。 

    仔細探究，第四代領導於 2004 年後半年修正的「和平發展」表述內容，除

了承襲以新安全觀為主軸的外交方針之外，實質上仍不離「和平崛起」論的主要

範疇，此可從溫家寶分別在 2004 年十屆人大二次會議閉幕記者會談話，以及 2005

年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之政府工作報告的對照比較以得知（請見表 3-2-1）。亦即引

發國際社會質疑與不安的「崛起」字眼遭移除，改換「發展」的外殼，「和平崛

起」論的主要實體卻依然活躍在「和平發展」觀之中。 

 

 

 

 

 

 

 

 

                                                 
26 余麗，「和平發展合作外交思想的脈絡考察」，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河南），

第 32 卷第 6 期（2005 年 11 月），頁 28。 
27 饒戈平，「國際法律秩序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外交評論（北京），總第 85 期（2005 年 12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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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和平崛起」論與「和平發展」觀之內容比較 
類別 內容 

「和平崛起」論 

1.中國和平崛起即充分利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力發

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用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

2.中國的崛起，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力量上，獨立自主、

自力更生、艱苦奮鬥。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勞

動資源和雄厚的資金儲備，以及改革帶來的機制創新。

3.中國的崛起離不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開放政策，在平

等互利的原則下，同世界一切友好國家發展經貿往來。

4.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需多少代人的努力奮鬥。

5.中國的崛起不會妨礙任何人，也不會威脅任何人，也不

會犧牲任何人。中國現在不稱霸，將來強大了也永遠不

會稱霸。 

「和平發展」觀 

1.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路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路。

2.這條道路，就是利用世界和平的有利時機實現自身發

展，又以自身的發展更好地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 

3.就是在積極參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的同時，主要依

靠自己的力量和改革創新來實現發展。 

4.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在平等互利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

世界各國的合作。 

5.就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長期維護和平

的國際環境和良好的周邊環境。 

6.就是永遠不稱霸，永遠做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

的堅定力量。 

資料來源：作者彙整自新華網，2004 年 3 月 14 日；「2005 年政府工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央人民政府。 

三、「和諧世界」理念 

    盱衡國家發展情勢及外部安全環境轉變，胡錦濤時期中共自 2003 年年底至

2005 年年中，相繼提出「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之論述，來為既有外交戰

略進行相應調整和補強。待至 2005 年後半年，胡錦濤於 9 月 15 日聯合國成立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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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年峰會上，發表題為《努力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談話28，

在「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論述之基礎上，延伸出「和諧世界」的建設目標，

揭示中共在國際社會上仍將堅持多邊主義，實現共同安全；堅持互利合作，實現

共同繁榮；堅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諧世界；堅持積極穩妥方針，推進聯合國改革。 

    中共最高領導人既已公開發表「和諧世界」理念，官方文件中的外交方針論

述勢必進行相關調整。從 2005 年 10 月 11 日通過的中共黨十六屆五中全會會議

公報、同年 12 月國務院的政府白皮書《中國的和平發展道路》29、2006 年 3 月

十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同年年底的《2006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30、

2007 年 3 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及胡錦濤的中共十七大報告31、2008 年 3 月的政府

工作報告32等，均強調要與各國共同致力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

界。如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路》白皮書及胡錦濤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所謂的

和諧世界應該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為此，應

該遵循聯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關係

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

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

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異，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

類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不是戰爭手段

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大陸學界則對於「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論述之探討有別。

                                                 
28 詳文請見新華網，2005 年 9 月 16 日， 

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 
29 新華網，2005 年 10 月 1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1/content_3606215.htm.；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30 「2006 年中國的國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6 年政府工作報告」，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tzl/2006-03/15/content_227782.htm. 
31 新華網，2007 年 3 月 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3/05/content_5802273.htm.； 

「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32 「政府工作報告－2008 年 3 月 5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2008lh/content_923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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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論者指出「和諧世界」理念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昇華，其根本目標在於透過

中國自身和國際社會努力合作，致使國際環境持久和平，國際社會秩序公正合

理，最終達到建造一個和平、安寧、繁榮、和諧的世界之目的33。有論者表示為

平息如「中國威脅」爭議此類妨礙中國發展進程的消極因素，需特別彰顯「和平

發展」與「和諧世界」論述在中國對外戰略中的份量34。另有論者認為「和平崛

起」到「和諧世界」在理念上一脈相承，論述之間的發展乃從關注中國到關注世

界、從為世界所表達到表達世界、以及從過程的崛起到結果的和諧，甚至可說中

國的和平崛起既是創造和諧世界的重要前提，又是和諧世界的有力保障35。 

如此顯見中共在面臨自身發展和所處外部安全環境之間的觀感解釋上，從

「和平崛起」至「和諧世界」的論述調整，相當程度具互為因果關係。亦即響應

並積極利用由經濟全球化帶動的合作發展大勢，來加速自身的綜合國力增長；再

藉助日趨強盛的國力，推動各領域的多邊合作機制，宣示為國際社會創造互利共

贏局面，既維持外部形勢穩定以利自身持續發展，最終期能塑造國際政經新秩序

以達持久和平、共同繁榮。 

四、一貫堅持：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 

中共緊抓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機遇，以「和平崛起」至「和諧世界」等論述，

積極呼應和平穩定的外部總體形勢，並試圖消除外界對國力增強所引發的「中國

威脅」疑慮，例如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即表示「中國奉行防禦性的國防

政策，不搞軍備競賽，不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

義和強權政治，永遠不稱霸，永遠不搞擴張」36。儘管如此，維護國家安全和確

                                                 
33 王嵎生、尹承德，「關於『構建和諧世界』的幾點思考」，國際問題研究（北京），第 4 期（2006

年），頁 1~4。 
34 高飛，「從韜光養晦到和平崛起—評中國外交的策略調整」，太平洋學報（北京），第 1 期（2006

年），頁 7~13；徐堅，「『構建和諧世界』的理論與實踐」，國際問題研究（北京），第 4 期（2006
年），頁 5~7。 

35 此為大陸學者王義桅在「從『和平崛起』到『和諧世界』」一文中所提及，詳文請見新華網，

2006 年 6 月 23 日，http:// 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2/23/content_4215250.htm. 
36 「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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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經濟持續發展，除了深化與鄰國外界的協調合作之餘，國防及軍事現代化建設

仍是中共牢不可破的一貫堅持。 

反映在黨十六屆歷次中央全會及十七大報告、近年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每

兩年公布的國防白皮書，中共均強調為適應世界軍事變革趨勢，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領土完整，為國家各項發展利益提供堅強有力的保障，將持續實施科技強

軍戰略，包括武器裝備的高科技化研發、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的培養、軍隊建設

的信息化與機械化走向、以及整體防衛作戰能力的高技術化等37。2006 年底的中

共海軍第十次黨代表會議上，胡錦濤即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強調在捍衛國家主

權和安全、以及維護海洋權益中，海軍具重要地位，並要求按照革命化、現代化、

正規化相統一的原則，努力鍛造一支強大海軍38。類似表述亦不斷出現在各層級

軍種會議中。 

    中共以整軍備武當作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重要屏障，雖獲大陸學界的背書，認

為在國家發展進程上，對外戰略需有「硬」的國家實力展現為基礎，以此結合帶

有協調合作特色的經濟戰略，方能確保國力的持續提升39。但如此的邏輯思維與

付諸行動，在中共以一系列的友好合作論述努力爭取鄰國信任之際，又將會在特

殊情境或議題的催化下，衍生何種的誤解和疑懼？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37 「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ldhd/2007-10/24/content_785431_9.htm. 
「政府工作報告－2008 年 3 月 5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38 聯合新聞網，2006 年 12 月 29 日， 

http://udn.com/NEWS/WORLD/WOR1/3667055.shtml. 
39 時殷弘，「中國和平崛起的戰略機遇和若干基本條件」，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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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南亞周邊戰略觀論述 

    胡錦濤時期的中共，經由「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總體安

全觀的適時調整，以試圖回應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及消弭外界對「中國威脅」

之疑慮。若以這些總體安全觀之字面而言，中共似著眼於宣傳作用，希望能讓外

界認定，現今中共對於自身、區域、以及全球發展的期許，皆鎖定在以「和」為

先的主題訴求，尤其強調平等互信與互利共贏之目標實現。其中對於東南亞周邊

戰略觀之論述內容，可謂中共總體安全觀之區域化呈現。在此即以周邊戰略觀目

標與核心理念分別說明如下。 

一、周邊戰略觀目標 

    為追求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確保經濟發展之核心國家利

益，胡錦濤主政下的中共以總體安全觀為指導，更加積極推動以「夥伴建構」、「友

善援助」、「高層出訪」為標誌之睦鄰外交，爭取及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40。

中共官方白皮書及每年政府工作報告中，均載入「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

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方針」、「睦鄰、安鄰、富鄰」、「深化區域合作並推動相關機制

建設」等突顯睦鄰外交之字眼。亦即從「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至「和諧世

界」等總體安全觀之調整過程中，中共持續強調透過政治上平等互利、經濟上互

利共贏、文化上交流借鑒、安全上對話協作，以構建並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互

信及友好合作夥伴關係；除藉由與鄰國的良性互動，來印證國家的和平崛起或發

展之外，中共對於東南亞周邊安全環境似有意投以更多的建設性關注，像是推動

區域合作機制建設，強化務實合作以擴大共同利益，進而促進及維護區域的和平

與安寧。（相關彙整說明請見表 3-3-1） 

 

 
                                                 
40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北：生智文化，2004 年），頁 253、25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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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胡錦濤時期中共之東南亞周邊戰略觀 
總體論述 東南亞周邊戰略觀內容 

和平崛起 
1.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與周邊各國深化睦鄰友好合作，維

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2.積極拓展多邊外交，在區域組織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和平發展 

1.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

深化區域合作。 

2.積極參與國際多邊外交活動，在地區組織中作出建設性的努力。 

3.將全面加強經濟外交和對外文化交流。 

和諧世界 

1.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友好的方針，與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

關係不斷發展，共同利益不斷擴大。 

2.推動與周邊地區建立睦鄰互信，促進與推動包括地區安全在內的區域

合作機制建設；本著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及平等協商、互諒互讓的精神，

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邊境問題，化解爭端，促進穩定。 

3.積極推動通過多邊合作解決地區衝突和發展問題，在地區事務中發揮

建設性作用。 

資料來源：作者彙整自「2003 年政府工作報告」、「2004 年政府工作報告」、「2005 年政府工作報

告」、「2006 年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2008 年 3 月 5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和平發展道路」，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 新 華 網 ， 2007 年 3 月 5 日 ，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3/05/content_5802273.htm. 

    論及中共的東南亞周邊戰略觀，其目標設定主要聚焦在政治、經濟、軍事安

全等層面上。在政治上，中共意識到中國在未來很長時期內，將只會擁有有限的

全球影響，而且中國發揮政治影響的主要舞臺乃自身所在地區。為此中共認為實

現地區政治影響之可行方法，是為國家樹立一個「負責任的（地區）大國」形象；

「睦鄰」政策於是有其必要性，而中共更是屢次重申要積極推動通過多邊合作，

解決地區衝突和發展問題，在地區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在經濟層面，中共認

知到中國已成為地區經濟大國，其影響力還會隨著經濟持續成長而增強。然如此

一來，中國所必須面臨的挑戰，在於怎樣使本地區各國認定中國的經濟增長，給

區域帶來的不是威脅而是機遇？如中國能利用其經濟實力為區域帶來發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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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則可望避免周邊區域國家聯合起來遏制中國經濟增長之不利態勢；中國需要

緩解周邊區域國家（特別是東協國家） 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憂慮，以防發展成一

種對中國的全面疑懼。由於經濟的相互依存能創造共同利益、有利於防止衝突；

中共認為，最佳戰略目標就是促使中國成為周邊區域國家之市場、投資及技術提

供者，透過經濟密切合作來降低周邊國家疑慮及衝突之風險。為此，標榜互利共

贏的「富鄰」政策之重要性亦是不言而喻。而在軍事安全層面，為防止一個針對

中國、得到其他大國支持的遏制聯盟形成，而使外部環境不利於國力增長，中共

的周邊安全戰略目標之一，是盡可能爭取周邊區域國家的理解及信任。強調信心

建立的「安鄰」政策也就成為迫在眉睫之舉41。 

二、周邊戰略觀核心理念 

    中共為兼顧外部形勢之回應和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由「和平崛起」、「和平發

展」、「和諧世界」等總體安全觀所指導，確立以「和」為先之周邊戰略觀目標及

「睦鄰、安鄰、富鄰」政策。東南亞地區特有的地緣位置和資源，包括雙邊與多

邊在內的國家多元互動模式，以及與大國間的往來關係，使中共在推行政策與實

現目標的過程中，必須更貼近該區域的發展情勢。為此，中共以周邊戰略觀目標

為基礎，延伸出東南亞周邊戰略觀核心理念，並在中共領導高層的黨政工作報告

中有所突顯。 

    首先，中共欲盡可能與東南亞周邊國家建立全方位的合作或夥伴關係。在胡

錦濤或溫家寶的公開場合談話中，總不忘強調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

上，加強並全面深化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而所謂的夥伴關係乃多

層次之建構行為模式，包含戰略夥伴、全面夥伴、睦鄰友好夥伴、合作夥伴等不

同層次、不同形式的夥伴關係42。 

                                                 
41 唐世平、張蘊嶺，「中國的地區戰略」，世界經濟與政治（北京），第 6 期（2004 年），頁

9~10。 
42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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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中共為彰顯中國乃負責任大國，會試圖擔負起中國應當承擔的責任，

並通過自我克制和接受約束的態度來傳達善意43。例如中共高層在黨政工作報告

中，持續提及中國在政治上「本著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及平等協商、互諒互讓的精

神，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邊境問題，化解爭端，促進穩定」；在經濟上「通過磋商

協作妥善處理經貿摩擦，絕不做損人利己、以鄰為壑的事情」；在軍事上「奉行

防禦性的國防政策，不搞軍備競賽，不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永遠不稱霸，

永遠不搞擴張」44。 

    再者，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如欲融入東南亞地區，最佳抉擇乃開放

國內市場而讓東南亞周邊國家分享中國發展的機會；中共希望東南亞區域國家更

能接受中國的經濟增長，將中國的崛起視為機遇而不是威脅45。關於此一核心理

念，胡錦濤即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表示「中國將始終不渝奉行互利共贏的開放

戰略，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區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切，擴大與

各方利益的匯合點；將繼續按照通行的國際經貿規則，擴大市場准入，依法保護

合作者權益；推進貿易和投資自由化便利化」46。 

    第四個理念，在於地區主義及多邊主義的結合實現。經由多邊主義的倡導推

行，中國可顯示其良好意圖和表現出接受約束的態度，其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視。

況且目前就中國與周邊區域國家而言，地區多邊主義可謂共同因應中國崛起的關

鍵之一，亦為中共提升國家形象甚或塑造國際新秩序的最佳管道。中共也希望通

過參加地區多邊倡議，而使中國不斷增長的實力，融入更地區化和更機制化的環

境中而得認可，以利中國和周邊區域國家更緊密的聯繫47。為此中共將「積極開

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繼續積極參

                                                 
43 唐世平、張蘊嶺，「中國的地區戰略」，頁 10。 
44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

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45 唐世平、張蘊嶺，「中國的地區戰略」，頁 10。 
46 「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47 唐世平、張蘊嶺，「中國的地區戰略」，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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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多邊事務，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更加公正合理的方向發展」48。 

    第五個理念，乃中共意識到某種程度上，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是無法替

代的，而且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亦使得周邊區域國家在和中國打交道時更加放

心。因此，目前中共已逐漸承認並接受美國在該區域的存在及其所發揮的作用，

然仍關注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是否為「建設性質」而不威脅到中國包括經濟發

展及領土主權在內的核心利益，亦即反對潛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行徑49。 

    最後，由於中共對國家塑造地區環境能力之自信不斷增強，以致中國對於東

南亞周邊區域甚或多邊安全領域事務變得日益主動投入，而胡錦濤主政下的中共

將會持續當前推展「國際貢獻」的積極態度，諸如「中國致力於和平解決爭端，

推動地區安全合作，以期重大熱點問題和區域性問題的妥善解決」50。在東南亞

周邊戰略觀的目標及核心理念指導下，當前中共的東南亞安全戰略實踐，遠比過

去積極、靈活和廣泛。而這主要在政治、經濟、軍事安全領域中，呈現出積極參

與、自我克制、提供保證、開放市場、促進相互依存、創造共同利益、減少衝突

等以「和」為先的戰略思維51。 

 

                                                 
48 「胡錦濤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始終不渝走和平發展道路」，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49 唐世平、張蘊嶺，「中國的地區戰略」，頁 10。 
50 「政府工作報告－2008 年 3 月 5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51 唐世平、張蘊嶺，「中國的地區戰略」，頁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