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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1978 年以來，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伴隨著連年高幅度的經濟成

長，國際地位大幅上升，讓中國從自 19 世紀以來的羸弱走向富強，「中國崛起」

這個概念，已經被當前世界各國普遍接受。而正當眾人的目光置於中國崛起的同

時，印度也同樣有著突出的表現。若中國是繼美國以後，下一個有能力主宰世界

的強權，那印度則就是在中國之後下一個潛在的強國繼任者。做為毗鄰而居的兩

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新崛起的大國，中、印關係受到全世界的矚目，中、印

關係對於區域的發展、穩定，乃至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

言可喻。 

長久以來，研究中、美或中、俄等大國關係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於中、

印關係的探討卻沒有相稱的比例。面對美國國力的逐漸衰頹，新興的強權將逐挑

戰它既有的霸權地位，而這兩個擁有廣大市場及發展潛力的國家，都剛好有著此

般的潛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印關係的發展趨勢，必將是重要的研究課題。 

面對中國崛起所帶動的區域經貿整合與發展，印度調整了對中國的外交方略，

以務實的合作取代長期不友好的競爭關係，並從政治、軍事、經貿甚至逐漸外溢

至能（資）源、反恐乃至於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等領域，兩國的合作態勢趨於

明朗與頻繁；而就另一方面來看，源自於雙邊互信不足以及結構性矛盾，中、印

兩國即使逐步走向合作，但仍舊是競爭關係要較合作關係來的顯著，除了戰略利

益上的衝突促使兩國互踏對方的門戶外，美、俄、日等大國間在東亞的競逐，使

得中、印間看似的和睦更摻雜了複雜的變數。 

鑒於此，本研究嘗試以中國崛起做為背景，希能歸整出中、印兩國在傳統乃

至於非傳統安全領域裡，競爭與合作關係的趨勢與消長，並藉由梳理中、印間的

競合態勢，預測兩國未來的關係走向。 

 

關鍵字：中印關係、中國崛起、大國關係、競爭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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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8, China has been on the path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ccompanied 

by yearly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fast ri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s 

has enabled China to shed her image as a morbid state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stride toward wealth and prosperity. The concept,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round the globe. But as all eyes are on rising China, India is also a 

country that has an equ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upposedly China is the next 

power capable of dominating the world after the US, then India is the next potential 

power following the steps of China. China and India, as two adjac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ising powerhouses, have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riveted on their 

relations. It is self-evident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highly 

important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even to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powers.  

Over the long term, publications regard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have arguably been abundant. Yet, there is an unproportionally 

scarce amount of discuss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US’s power on the decline, 

emerging powers will, one after another, challenge US’s current dominance. And the 

two states, both blessed with a large market and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appen 

to be the potential challenger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will undoubtedly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tudy.  

Fac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ought forth by the 

rise of China, India has adjusted her diplomatic strategy to China by replacing 

long-term hostile vying relations with down-to-earth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has extended from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ic and 

trade,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such as energy / resources, counter-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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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ear and frequent. From another aspect, 

owing to the lack of mutual trust and the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China and India, though walking toward cooperation, remain more of two competitors 

than two partners. Aside from territorial invasions caused by the conflict on strategic 

interest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he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between world powers 

such as the US, Russia, and Japan has complicated the seemingly peaceful 

Sino-Indian relations with uncertainties.  

Judging from the fact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with the rise of 

China as the backdrop, sort out the trend as well 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ino-Indian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This study 

also attempts to predict China and India’s future relation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Sino-Indian relations, the rise of China, major-country relations, 

coo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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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12 年全球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首度超過全球 GDP 的 50%，這代表著已開發國家的沒落和開發中國家的

振興。1而這占全世界 GDP 總值一半的開發中國家中，中國與印度是最具代表性

的大國，這兩個崛起中的大國，主宰了現今乃至於未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與方

向。這兩個相鄰的國家，不僅在人口、市場規模、經濟成長速度以及物產資源等

各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們之間的互動與競合，更是牽動著區域穩定

和權力的平衡。 

憑藉著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在國際舞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儘管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崛起的路徑模式尚未形成共識，但在許多觀察家看來，中

國是未來最有可能成為超級大國的候選國，2換言之，「中國崛起」這個概念，已

經被當前世界各國普遍接受。依據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AG）在 2006

年所做的一項主題為「誰將統治世界：21 世紀未來世界強國」問卷調查顯示－

中國將在未來 20 年內成為有能力與美國競爭的世界強國。根據調查結果，55%

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屆時將是領導世界的超級強國；而即使是美國人，也有 54%

的人認為到 2020 年中國將和美國平起平坐，而這也意味著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

                                                 
1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 

2 Sheng Ding, The Dragon’s Hidden Wing：How China Rise with Its Soft Powe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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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的全球唯一霸主地位將只能維持到 2020 年。3
 

正當眾人的目光置於中國的崛起的同時，印度也同樣有著令人刮目相看的突

出表現。如果中國是繼美國以後，下一個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強權，那麼，印度則

就是在中國之後下一個潛在的強國繼任者。 

印度是當前國際社會中一個具有潛力也不容忽視的力量。繼中國崛起後，印

度的軍事、經濟與科技技術發展迅速，國際地位明顯的提升，吸引了國際社會的

矚目。在軍事實力方面，印度不僅常規部隊發展迅速，也是當前世界上最大的武

器進口國；在戰略性武器上，除了擁有中程彈道飛彈外，更是世界上少數擁有航

空母艦與核嚇阻能力的國家之一。在經濟實力方面，印度被視為十大新興市場之

一，更經常與「崛起的中國」相提並論。耶魯大學著名的經濟學家傑佛瑞．加登

（Jeffrey Garten）認為，中、印兩國屬於「新興的全球性大國」，並且「正取得

足以改變世界政、經格局的力量」。4
2006 年 11 月 27 日，前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

戴維‧沃爾芬森(James David Wolfensohn)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發表演說時亦表示，中國和印度經濟崛起，全球勢

力均衡不久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印兩國將是主宰未來的兩股力量。5在科

技領域方面，印度的軟體業以極高的速度不斷的發展。比爾．蓋茲（Bill Gates）

就曾預言，未來世界的超級軟體大國及軟體開發地既非歐洲亦非日本，而是印度。

6以印度在現今世界的快速崛起來看，印度再也不是可以被輕忽的角色。 

做為南亞的第一大國，印度緊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崛起，做為毗鄰而居的兩

個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是崛起中的兩個亞洲大國，中印關係是亞洲乃至於全世界

最受矚目的雙邊關係之一，不但具有全球與戰略意義，中印關係對於地區的發展、

                                                 
3
 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2020 年中國將超美國，中國評論新聞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015404

5&mdate=0911123624, accessed October 6, 2013. 
4
 傑佛瑞．加登（Jeffrey Garten），《十大新興市場－來自美國商務界權威人士的報告》，呂大良、

王全斌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 年），頁 1。 
5
 楊值珍，〈冷戰結束以來的中印關係〉，（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頁 1。 
6
 韓康，《21 世紀：全經濟戰略的較量》，（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0154045&mdate=0911123624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0154045&mdate=0911123624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0154045&sw=%E8%AE%BF,%20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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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以及對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 

 

貳、研究目的 

中國與印度兩國關係的發展，可以高低起伏，歷經波折來形容。有學者曾將

兩國間的關係作出整理，將之區分為五個階段。7中共建政以後，印度是第一個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又是當時第三世界兩個路線

相近的盟友，兩國在 1950 年 4 月 1 日正式建交後，曾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這進而成為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提出著名的「不結

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基礎。在這個時期，兩國之間互動熱絡，

往來頻繁，可謂處於「友好合作時期」。但是，1959 年西藏叛亂、1962 年發生的

「中印邊界戰爭」以及 1965 年的「第二次印巴戰爭」，使中、印兩國的關係急轉

直下，使得兩國原本和諧、友好的氣氛跌落到谷底。除了軍事對立以外，兩國也

同時將大使級別降低為代辦，兩國的交往進入所謂的「對抗調整時期」。冷戰結

束後，印度頓失原本蘇聯這個強大的外交支柱，面對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多極化

的衝擊，印度修正了對中關係的敵對思維，兩國關係從僵持中慢慢回溫，兩國高

層也恢復互訪，積極修復外交關係，這時兩國處於「恢復調整時期」。1988 年 12

月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出訪中國，印度重申西藏為中國的一

個自治區，雙方同意通過和平友好的方式解決邊界問題。在兩國關係看似即將回

穩的背景下，印度在 1998 年 5 月 11 和 13 日兩日內，共實施了五次的核試，並

且將核試歸因為「中國威脅論」，8使得中、印關係從修復中又重新遭受重挫，至

此，兩國關係進入了「調整發展時期」。進入 21 世紀後，隨著中國連年穩定的高

經濟成長，國際社會轉而對中國投以注目的眼光，「中國崛起」逐漸成為世界矚

                                                 
7
 慕永鵬，《中美印三邊關係－形成中的動態平衡體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

頁 38-42。 
8
 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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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焦點。面對這個逐漸強大的鄰國，印度再次選擇修復兩國間已多次受挫的關

係，重新恢復高層互訪，此時的中、印關係回到了「雙邊關係新階段」。 

從兩國曲折起伏的關係我們不難發現，在這峰迴路轉的變化中，有著大國角

力、領土爭議、民族主義意識、地緣政治考量，以及權力競合下的安全困境，而

貫穿在這其中的，是複雜的歷史因素糾葛。諸如美、日、蘇等大國對兩國關係所

造成的牽引；中、印兩國對於海洋戰略的矛盾以及核嚇阻所產生的安全困境；中、

巴關係對中、印關係所產生的影響；西藏問題與領土爭議在兩國間所種下衝突的

因數；中、印在非洲的能源與資源開發問題上的競爭等等，都不斷挑動著兩國最

敏感的神經。在這麼重要的雙邊關係之間，卻夾雜了如此錯綜複雜的內、外在變

數，這使得兩國間似乎只可能成為全面的敵人，而絕無相互合作的空間。但事實

上，中國與印度彼此間在面對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經貿交流、中亞能源開發、

喀什米爾地位等議題上，兩國卻又像是盟友般，有著堅實而共通的利益。2003

年 10 月，美國高盛集團（Goldman Sach）發表一篇《與 BRICs 共同夢想－通往

2050 年之路》報告，指出中國與印度於 2050 年時將名列全球前四大經濟體；另

外，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DNI）在《2020 展望

報告》（Project 2020）中指出，中國與印度將在 2020 年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力

量。9這顯示中、印同為亞洲崛起的國家，而且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經濟力量。 

可以確定的是，中、印兩國的崛起將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而中、印關係中顯著的問題將成為影響各自戰略利益、地區和全球安全的不穩定

因素。10本論文研究之目的，即是藉由對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崛起中的大國，以有

系統的歸類、分析，探究中國崛起後，雙邊在競爭與合作關係上的趨勢與消長；

研究重點則是探討三個關鍵問題： 

一、中國崛起後，中、印關係的發展與變化為何？ 

二、影響中、印兩國競爭與合作的因素有哪些？ 

                                                 
9
 洪鳳儀，〈中、印 經濟崛起模式比較初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12 期（2005 年），頁 44。 

10
 張力，〈印度戰略崛起與中印關係：問題、趨勢與應對〉，《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1 期（2010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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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俄、日等大國因素在中、印關係間扮演甚麼樣的角色？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有關中國與印度關係間的經貿、外交、軍事、領土爭議及非傳統安全等相關

議題，一直是近年來研究中、印問題所關注的焦點，相關的文獻資料也相當豐富。

綜觀研究中、印關係之相關文獻與專書，對於兩國關係趨勢分析以及研究結果，

可概括為第一類－中、印競爭大於合作，並以競爭為主流；第二類－中、印間合

作大於競爭，以合作為主流；以及第三類－競合關係並存。11藉著文獻的回顧，

將分別分析各類研究觀點以及歷來相關研究上的不足與缺憾： 

以第一類觀點為例，認為中、印關係將是競爭大於合作的態勢。此類觀點認

為，在全球層面上，印度竭力謀求大國地位的戰略，進而形成了必須與中國競爭

的態勢，儘管兩國在國際舞臺上特別是在經濟領域有著較大的合作空間，但鑒於

中、印兩國在國際體系中沒有戰略意義上的共同對手，兩國本身又存在著諸多懸

而未決的問題，加以中國持續向巴基斯坦提供新的巡弋飛彈，以及中國佈局於印

度洋的態勢，使得即便在部分領域擁有合作的意願，但仍減緩不了兩國間所產生

的安全困境，這些決定了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國際體系中競爭大於合作的特點。此

類觀點亦認為，印度的窮兵黷武、追求軍事大國的方針，將是橫亙在中、印兩國

間良性互動的鴻溝，所以兩國關係好壞的決定權全然在印度自己手裡，中、印兩

國未來的互動將是一個競爭多於合作的關係。12這樣的視角下所提出的論述雖然

並非沒有參考價值，但仍稍嫌偏頗而不夠宏觀。另一方面，由於古老的中國朝貢

體系中並未包含了印度，相反的，印度次大陸的歷朝歷代與中國一樣「自成一個

                                                 
11

 尚勸餘，〈中國與印度：合作夥伴還是競爭對手〉，《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1 期（2011 年），

頁 2。 
12

 符勇，《世界大棋局－對 21 世紀世界形勢的觀察與思考》，（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

公司，2013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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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體系，並為其內的核心」，並且「本身就是一個自成一格的文明」，13加上

在對外政策上的獨立性，使得印度絕不會輕易扈從於中國。依照印度學者馬力克

（Mohan Malik）的看法，印度一方面希冀加速國家的發展以縮小與中國的實力

差距；另一方面，印度透過與大國結盟的方式來抗衡崛起的中國，以圖維護其南

亞強權，以及區域事務主導的地位。14這使得印度「聯美防中」的態勢益加明顯。 

而第二類觀點認為，中、印兩國將循合作大於競爭的趨勢前進。中、印之間

雖然有著競爭，但都是屬於利於兩國發展的良性競爭，畢竟兩國在產業結構上的

高度互補，以及在環境、反恐等議題上的合作趨勢，透過兩國建立「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15更加速了雙邊合作的推展，進而成為合作大於競爭的態勢。中、印

關係雖有矛盾亦偶有緊張，但其發展趨勢勢將合作大於競爭，無論印度選擇以正

面還是負面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崛起，都不會從根本上阻礙兩國關係在摩擦中繼續

開展，畢竟面對西方所主導的國際體系，兩國尚存有諸多的共同資源、共同利益

和面臨類似的挑戰。16所以無論兩國是貧弱還是崛起，利益衝突乃屬常態，即使

是面對美國這樣的大國因素，衝突亦將止限於不危害國家根本戰略，絕不會高過

於雙方合作的意願。17此外，部分的文獻觀點更是樂觀的主張，中、印間有太多

互利共生的合作要件，兩國皆意識到參與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對於維護國家利益、

擴大外部發展空間及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意涵，這其中，一致的立場將更有利

                                                 
13

 齊文譯，《印度的發現》，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著，（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1956 年），頁 64。 
14

 Malik, J.Mohan, “India’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in Kevin J. Cooney and Yochiro Sato,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America and Asia Respond, vol.31, no.2 (2009): pp.199-206. 
15

 中印發表聯合聲明：中印結成戰略夥伴，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wjb0503/, 

accessed October 14, 2013. 
16

 衛靈，〈中印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地位及發展趨向分析〉，《國際觀察》（上海），第 3 期（2007

年），頁 3；張春燕，〈中印戰略關係中的制約因素與動力〉，《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2 期（2006 年），頁 95；樊明方、盧素格，〈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的美國因素〉，《雲南

社會科學》（昆明），第 1 期（2008 年），頁 41；趙干城，〈印度如何估量中國崛起〉，《東

南亞南亞研究》（成都），第 3 期（2011 年），頁 24；趙干城，〈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特點與

發展景〉，《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1 期（2010 年），頁 21；羅會鈞、許淳凱，〈中印關

係的回顧與思考〉，《雲夢學刊》（岳陽），第 6 期（2010 年），頁 63-64；張力，〈印度戰

略崛起與中印關係：問題、趨勢與應對〉，《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1 期（2010 年），頁

3-9。 
17

 王蘇禮。〈中國對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年，頁 136-137；楊值珍。〈冷戰結束以來的中印關係〉，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7 年，頁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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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國在國際上取得話語權及規則制定權，亦可藉由國際的多邊合作，加深兩國

的相互認知，並通過機制內其他國家之溝通協調，以減少歧異，提高兩國政治互

信，提升彼此間的貿易額，進而解決氣候變遷、糧食及能源等挑戰，最終促進中、

印雙邊關係穩定發展。18
 

第三類觀點則主張，兩國關係將呈現「競中有合，合中帶競」的競合關係並

存態勢。這類觀點認為兩國的關係特性，互補性等量於競爭性，即使在競爭與摩

擦中，中、印兩國仍能夠從國家利益的視角出發，將競爭控制為「管理中的競爭」。

19面對國際社會的制約因素，雙方若能屏除冷戰思維，從國家根本戰略來思考，

降低結盟對抗的模式與可能性，將形成「合作下的競爭」抑或「競爭下的合作」

關係。這類文獻指出，中印、中美及印美間尚未形成戰略意義上的三角關係，其

作用和影響層面目前還主要在地區層面，主因為在中、美、印三國間尚未形成全

面的合作或全面的競爭關係，故而呈現出特殊的「非對抗競爭性」。20另外，中、

印兩國間在文化上、戰略目標上甚或在決策意圖上充滿了理解上的歧異，也因此

產生了衝突與對抗，但在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下，卻又不乏合作與發展。部分研

究觀點認為，中國因素推動了美、印關係的升溫，在美、印都試圖主導印度洋的

「印度洋觀」潛藏結構性衝突的態勢下，美、印卻也都不願意公開與中國為敵。

中、美、印做為印度洋三大關鍵力量，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保障海上通道安

全、聯合開發海洋經濟等領域擁有諸多共同利益。據此，中、美、印三國在印度

洋上將呈現「非盟非敵、相互牽制、競合並存、矛盾可控」的態勢。21除此之外，

面對國際社會的制約因素，雙方多能考量國家的根本利益，將對抗與衝突降至最

低的限度，競爭中存在著合作是兩國不可逆的趨勢，若將中、印兩國間現今的博

                                                 
18

 尚勸餘，〈多邊主義視角下的中印國際合作〉，《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1 期（2011 年），

頁 1-5；許澤桃，〈中印關係進程中的美國因素〉，《綏化學院學報》（綏化），第 2 期（2008

年），頁 37-38；黃正多、嚴曉風，〈多邊主義視角下的中印國際合作〉，《南亞研究季刊》（成

都），第 2 期（2012 年），頁 23。 
19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10。 
20

 慕永鵬，《中美印三邊關係－形成中的動態平衡體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

頁 7-8。 
21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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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態勢做出一精確的闡述，即是「可控狀態下的競爭」22。 

綜理前述研究結果，相關內容大多由政治、經濟與外交等角度切入，較少見

透過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視角實施全面的分析，例如在面對中國海軍航空母艦的成

軍、印度「烈火-5型」中程彈道飛彈的試射成功以及非傳統安全領域，例如能源、

資源、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等議題上，均未能加以整合並廣泛述及。另外，相關

文獻所涵蓋的時空範圍，多僅及於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前，面對金融海嘯後的世

界局勢權力消長，例如中國在國際社會所扮演日顯重要的角色、2010年中國GDP

正式躍居世界第二等變化對中、印關係的影響，均未能加以詳述及探討。故本論

文希望可以補充此部分的研究缺口，以較客觀的視野探討在中國崛起後的中、印

兩國的競爭與合作關係。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中、印關係在 21 世紀進入了全面合作的局面，但卻又同時是亞洲最曲折、

矛盾的雙邊關係。近年來，中、印兩國關係的發展走向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

兩國的關係雖然緩步的朝向穩定發展邁進，但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障礙卻仍未消

除，儘管國際間為中、印間的新合作關係創造了”CHINDIA” 這樣的一個新字彙，

但在雙方在經濟關係不斷增強的同時，政治互信卻停滯在相當不對稱的低點。在

中、印建交 63 周年再次凸顯出幾個大家共同關心的議題：中國崛起後，中、印

關係的變化與發展將呈現甚麼樣的走向？什麼是牽動中、印兩國競爭與合作的因

素？本文的研究希藉由比較兩國在中國崛起後，於國際社會的競爭與合作的例證

中，找出其這些問題的答案。另外有關「中國崛起」之定義，兼有經濟、軍事、

                                                 
22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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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等意涵，這些意涵的內容是出入極大的，加以「中國崛起」是一個持續性的

動態意義，各領域有關數據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均呈現穩定而漸進式的增長，

並非在某一時間點直接躍然而起。故我們僅能從中國在國際間一些具有指標性意

義之作為來界定，這其中又以 2001 年較具有明顯的指標性與代表性。2001 年 2

月中國在南海成立「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同年 6 月，在中國

主導下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這顯現了中國開始扮演區域經濟與安全協調者的角色，也顯現在政治、經濟及安

全上將負起更多的國際責任，發揮更廣泛的大國影響力。而同年底中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更代表中國邁向市場經濟，與世界

有著更加緊密的接軌，象徵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無法離開中國。中國自加入

WTO 後，外貿總額大增，中國在世界貿易地位的排名，在短短兩年間由第 6 大

迅速躍升至第 3 大。23故本論文研究的時間範圍，將設定於 2001 年中國加入 WTO

全面開放國內市場後迄至 2014 年。另考量國際社會權力的博弈對中、印兩國雙

邊關係的影響，亦須將大國及國際組織等因素導入。 

 

貳、研究限制 

有關中國的研究涵蓋範圍可謂相當廣泛，但研究者經常會面臨文獻的限制，

相關資料雖然相當豐富，公開出版的書籍、文獻及資料，多存有主觀而帶有愛國

立場的思維視角，使得內容的真實性及可參考性受到質疑，若僅由中國官方所公

佈的典籍、資訊中，來分析中國與印度兩國之外交互動及戰略立場，難免偏頗或

失真。其次，礙於筆者之身分與當前法規之限制，無法親赴中國大陸與印度進行

實地考察，加以中共對具機敏性資訊的高度保密，難免影響部分諸如軍事、核武

能力等相關數據之取得。對於上述之缺憾，筆者期藉廣泛而即時的文獻交互比對

中，透過分析檢證予以補強。本論文因探討的對象不涉及兩岸，較無主權及名稱

                                                 
23

 〈大陸經濟步向入世『後過渡期』的挑戰〉，《經濟日報》，2004 年 12 月 6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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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爭議，為便於區別與統一，以「中國」代替「中共」或「中國大陸」作為本

文主體的統一稱謂。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作為主要研究

方法，24其最大的優點是容許研究者選擇無法親自接觸研究對象的議題進行研究。

透過廣泛的研究與探討中共官方出版品、專書、期刊、學位論文、報章雜誌以及

網頁資訊，輔以參考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以獲得系統而客觀的研究結

果。 

本論文首先針對中國的崛起的時空環境，以及中、印兩國合作與衝突的歷史

淵源進行分析，進而蒐整中國崛起後的中、印關係變化，比對競爭與合作因素的

背景，再導入美、俄、日等大國變數，試著推導出對中、印兩國關係的影響，經

過資料鑑定、分類與歸納、資訊比較與分析、總結等四個程式步驟，使論文呈現

更客觀、清晰的結果。 

 

貳、研究途徑 

本論文採歷史研究途徑，從歷史事件及經驗探討影響中、印關係的因素，並

作系統之整理以及邏輯性的因果分析與辯證。透過歷史研究途徑，探討中國崛起

之後，中、印兩國於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其他各個領域的競合關係，歸納中、

印關係的變化與發展。 

                                                 
24

 吳安家，《中共史學新探》，（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87 年），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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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的章節安排將以「中國崛起後中印競合關係之研究」為核心，全文

共區分六章，章節的安排如後： 

第一章為緒論，共區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

獻探討；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的研究方法與途徑以及第五節的研究

架構等。 

第二章探討中、印關係之歷史背景，共區分為三節，第一節是中國崛起在各

領域的具體表現；第二節為中、印關係在不同時期的差異；第三節為中國崛起後

的中印關係轉變。 

第三章將從政治、經濟、軍事以及非傳統安全等視角切入，探究競爭關係下

的中、印關係發展，共區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中、印在政治領域的齟齬；第二節

為中國與印度在經貿領域的摩擦；第三節為中、印兩國在軍事領域的競爭；第四

節則透過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矛盾看中、印關係。 

第四章將承接第三章，以相同的視角，探究合作關係下的中、印兩國在政治、

經貿、安全與軍事、能（資）源開發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領域的合作關係，共區分

為四節，第一節為中、印在政治領域的合作；第二節為中、印兩國在經貿領域的

互助關係；第三節為軍事合作下的中國與印度；第四節為中、印間在非傳統安全

領域的共同利益。 

第五章則將就美、俄、日等幾個主要大國，對兩國關係的影響，共區分為三

節，第一節為影響中、印關係的主要國家；第二節為美國因素對中、印關係所起

的作用；第三節為俄、日兩國在中、印關係中的影響分析。 

第六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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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崛起與中印關係的歷史回顧 

 

中國與印度是兩個開發中國家，除了人口龐大、資源豐饒外，兩國亦接壤著

漫長的國界，交往歷史更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可謂源遠流長。1而在這漫長的

關係與淵源中，雙邊關係多處於和平與友好的狀態下，在 20 世紀 1940 年代末期

的國際情勢下，印度和中共政權先後成立。因為相似的歷史背景和共同的反帝國

主義訴求，中、印在建國初期曾有過一段「蜜月期」。而要理解中、印兩國間關

係由友好的基調轉變為現今這種錯綜複雜，似敵似友的交往模式，則須藉著兩國

在建交後的關係發展歷程來進行回顧。 

 

第一節  中國崛起在各領域的具體表現 

 

自1978年以來，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伴隨著連年高幅度的經濟成長，

國際地位大幅上升，讓中國從自19世紀以來的羸弱走向富強，由於中國有著龐大

的人口，加以快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支出，因此，從一個原本即被視為是一個潛

在的大國，蛻變成一個沒有人能夠忽視的新強權。作為經濟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

家之一，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成長，

中國也擁有世界上最豐沛的人力資源，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統計數據，

迄至2012年，中國的總人口數已經達到十三億五千餘萬人（參見表2-1）。除此之

外，中國是世界上少數擁有航空母艦以及戰略核子武器的國家，更有著世界上最

龐大的軍隊編制，解放軍兵力總數達230萬人，2若依據世界銀行在2011年對中國

                                                 
1
 牛方禮，〈中印修好預熱雙邊貿易〉，《中國對外貿易》（北京），第 7 期（2003 年），頁 1。 

2
 中國軍隊總兵力 230 萬 海空軍和陸軍機動兵力共 148.3 萬，人民網，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3/0416/c1011-21155073.html, accessed March 2, 2014.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3/0416/c1011-21155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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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部隊（包含武警）人數統計，總數更高達2,945,000人。3另外，中國的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分，更是讓它在國際社會有著關鍵的影響力。「中國崛起」

這個概念，是原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於

2003年11月3日，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

洲的未來」的講演，首次提出了「和平崛起」這一個名詞及概念。他指出，「近

代以來的歷史反覆說明，一個後興大國的崛起，往往導致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

急劇變動，甚至引發大戰。中國的抉擇只能是：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

也就是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

平。」4作為一個原本已然列身為大國的中國來說，連年在外交、軍事、經貿及

軟實力等各領域持續高速而穩定的發展，更讓中國坐實了一個繼續向上躍升的強

國形象。全世界即便對於崛起的意涵仍有歧見，但卻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崛起」

這樣一個動態事實。要探究中國崛起，常讓人聯想到的是霸權興衰的過程，也就

是國力（national power）對比出現急遽的變化。國力的概念，經由許多指標綜合

而成，例如蘭德（Rand）公司發展的國力評估指標，就分為三類：國家資源、

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5本節將就中國在外交、軍事、經貿及軟實力等方面，分

別探討中國崛起前後呈現出甚麼樣的變化。 

 

 

 

 

 

 

 

                                                 
3
 中國武裝部隊人員統計，世界銀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 accessed March 2, 

2014. 
4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文匯報，http://big5.china.cn/chinese/OP-c/520713.htm, accessed 

March 2, 2014. 
5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2 期（2006 年），頁 55。 

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na
http://big5.china.cn/chinese/OP-c/5207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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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中國人口總數及成長率（2001-2012年）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中國人口總數暨年成長率，http://www.worldbank.org.cn/, 

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壹、由經貿領域看中國的崛起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以市場經濟取代計畫經濟體制，開放對外

貿易、吸引外資，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讓它一躍成為規模最龐大、

成長最迅速的經濟體，這也使得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及影響力大幅提升。而不管

從甚麼角度來看，中國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經濟大國。自1978年迄至2004年，中

國經濟年均成長9.4%，居民的消費水準年均提高7%，進出口貿另額年均遞增

年份 人口總數 成長率 

2012 1,350,695,000 0.487% 

2011 1,344,130,000 0.479% 

2010 1,337,705,000 0.482% 

2009 1,331,260,000 0.497% 

2008 1,324,655,000 0.512% 

2007 1,317,885,000 0.522% 

2006 1,311,020,000 0.558% 

2005 1,303,720,000 0.588% 

2004 1,296,075,000 0.593% 

2003 1,288,400,000 0.622% 

2002 1,280,400,000 0.669% 

2001 1,271,850,000 0.726% 

http://www.worldbank.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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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到了2005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若用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衡量，調整各國匯差，則中國在當時即已成為僅次於

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7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成長最主要動力，更讓中國近年出

超日益擴大，其在2005年的進出口貿易部分，出超就已經突破了1,000億美元，

貿易持續出超的另一效應是，中國累積的外匯存底持續攀升，2005年8月中國加

上香港的外匯存底已達8,379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打破了日

本自1986年以來，蟬聯了19年世界外匯存底第一的地位。8至2006年1月，中國官

方正式表示中國的外匯存底在當年10月底已突破了1兆美元。9（如表2-2）中共

領導人在1982年訂定目標，要讓中國的經濟發展在2002年要翻兩番，當時沒有人

認真看待中國訂下的這個目標，卻沒想到中國比預定的時間還提早兩年就達到預

定的標準。10現在的中國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世界工廠，一如19世紀的英國。中

國製造業總產出已僅次於美國，設立在中國的工廠生產了全世界三分之二強的影

印機、微波爐、DVD放映機、衣服、鞋子等。中國也已超越美國，成為行動電

話、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等資訊通訊產品的第一大出口國。11
 

 

 

 

 

 

                                                 
6
 中國人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viewchart/index?m=hgnd, 

accessed March 4, 2014.  
7
 溫洽溢譯，謝淑麗著，《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 年），

頁 21。 
8
 各國外匯存底，中央銀行金融統計，http://twbusiness.nat.gov.tw/old/pdf/sec5.pdf, accessed March 

4, 2014. 
9
 中國經濟升級大門或開啓，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02/3/7/9/10023797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237977, 

accessed March 4, 2014. 
10

 溫洽溢譯，謝淑麗著，《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 年），

頁 26。 
11

 溫洽溢譯，謝淑麗著，《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 年），

頁 21。 

http://data.stats.gov.cn/viewchart/index?m=hgnd
http://twbusiness.nat.gov.tw/old/pdf/sec5.pdf
http://hk.crntt.com/doc/1002/3/7/9/10023797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23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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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全球主要國家外匯存底（2012年）（單位：美元） 

 

資料來源：世界各國外匯總儲備，世界銀行，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FI.RES.TOTL.CD?order=wbapi_data_value_2

012+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asc, 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經濟的高度發展使得中國對能、資源的需求若渴。不間斷的基礎建設需求，

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鋼鐵消耗國；在2010年中國還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

大石油進口國，但到了2013年10月，依據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統計，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淨進口國。12依據美國能源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的統計，過去數年來，光是中國一個國家

就使得世界石油需求拉高了40%以上，到了2030年，中國的石油消耗將由現在每

天650萬桶，提高到每天1700萬桶，成為最大的石油消耗國。13
 另外在資源需求

部分，中國的經濟擴張，對於金屬、礦物及原物料的需求更是大幅上揚，同時間

亦推升了各類原物料、資源的價格。中國的需求不但墊高了其他國家進口是類商

品的價格，卻也同時提高了非洲各生產國所得到的利潤。以2004年為例，當年中

國買下了全世界14%的橡膠、15%的棉花、18%的銅、20%的鋁。到了2005年，

中國政府有意放緩已經過熱的經濟，於是逐步放慢了各類原物料的進口，這使得

                                                 
12

 國際能源署報告：中國將成最大石油消費國，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3/08/130813_china_us_oil.shtml, accessed 

March 8, 2014. 
1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Paris：IEFS books, 2013）, p.33. 

排名 國家 外匯儲備額 

1 中華人民共和國 33,875億 

2 日本 12,680億 

3 沙烏地阿拉伯 6,737億 

4 美國 5,742億 

5 俄羅斯 5,378億 

6 瑞士 5,313億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FI.RES.TOTL.CD?order=wbapi_data_value_2012+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asc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FI.RES.TOTL.CD?order=wbapi_data_value_2012+wbapi_data_value+wbapi_data_value-last&sort=asc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3/08/130813_china_us_oi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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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原物料均價全數應聲下滑，14即可一窺中國在經濟上大大小小的政策轉

向都造成世界不小的震動。 

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除了龐大的進出口貿易額外，中國的貨幣－人民幣

（RMB），也因著中國的崛起及其管制機制，讓中國在國際間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由於人民幣轉換成外國貨幣並非易事，其匯率是在狹窄的幅度內浮動，中國政府

通過買賣外匯來設定浮動動的界線。加上資本帳戶上貨幣自由兌換的限制，讓國

際炒客更難對人民幣進行炒作。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幾個亞洲國國家的

貨幣貶值到崩潰，泰國、印尼及南韓等許多國家的經濟因而停滯，而中國不可兌

換的貨幣讓它免於受到國際投機客炒作的壓力。同時因為中國的出口穩定而強勁，

讓北京不必思索是否應貶值貨幣，而中國沒有為了競爭出口市場而貶值貨幣，也

使它贏得了亞洲鄰國的感激。15
 

時至2012年，中國的外匯存底已達3.38兆美元，領先了第二名的日本2兆美

元以上的差距，穩居世界第一，16到了2013年更成上升為3.82兆美元。17而中國又

將這些龐大的外匯存底購買美國政府所發行的公債與其他美元資產，這使得中國

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而即便在全球一片不景氣的大環境下，中國在2012年的

經濟成長率仍保持7.8%的穩定成長；中國的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在2012年亦達到8.18兆美元，成長率高達8.25%。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自2006至2011年這5年間，成長了3倍以上，來到8.22兆美元之譜，僅次

於美國的14.99兆、高於印度的1.84兆美元。（如表2-3） 

 

 

                                                 
14

 溫洽溢譯，謝淑麗著，《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 年），

頁 30。 
15

 何大明譯，黎安友、施道安著，《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3 年），

頁 346。 
16

 全球主要國家 GDP 總值，中國國家統計局，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gjnd, 

accessed March 8, 2014. 
17

 外匯與黃金儲備，中國人民銀行，

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kuangjia.htm?id=2013s09.htm, accessed March 4, 2014.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gjnd
http://www.pbc.gov.cn/publish/html/kuangjia.htm?id=2013s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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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全球主要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全球主要國家GDP總值，中國國家統計局，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gjnd, 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貳、中國在外交上的崛起 

胡錦濤上臺後，提出「大國外交是關鍵、周邊外交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

礎」的外交戰略基本方針，與過去的戰略方針並無重大差別，而觀察胡溫體制上

台後的外交行為，可以發現中國在睦鄰外交、多邊外交及以歐洲為主的大國外交

上著力甚深。其中，又與周邊國家關係這方面的發展最值得關注，提出「睦鄰、

安鄰、富鄰」政策，並且以多邊與雙邊外交並行。可以說，在面對美國這個交往

對手時，中國在外交手段上保持「韜光養晦」；而面對次於美國這樣層級的交往

對象，例如東協各國、中南美洲或是與美國關係出現裂痕的國家等，在手段上則

更加「有所作為」。18
 

                                                 
18

 吳佩霖，〈冷戰後的中日關係：中國崛起與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觀點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東

  國家 

年度 
美國 中國 印度 德國 日本 法國 澳洲 韓國 

2011 14,991,300 8,227,102 1847,981 3,600,833 5,896,794 2,779,719 1,384,145 1,114,472 

2010 14,419,400 7,321,935 1684,323 3,284,473 5,495,379 2,548,315 1,138,262 1,014,890 

2009 13,898,300 5,930,529 1,361,057 3,298,636 5,035,141 2,619,685 923,499 834,060 

2008 14,219,300 4,521,827 1,224,096 3,623,686 4,849,208 2,831,794 1,052,255 931,402 

2007 13,961,800 3,494,055 1,238,700 3,323,807 4,356,329 2,582,389 850,516 1,049,236 

2006 13,314,500 2,712,950 949,116 2,902,748 4,356,761 2,255,705 744,959 951,773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gj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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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15日，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

在上海舉行第六次會晤，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及《打擊恐怖主義、

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立。這個被稱之為「東

方北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總面積近3018.9萬平方公里，成員國總人口達15.25

億。2011年，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總和約9.39兆美元。19這是中國第一個促成的

多邊組織，也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政府間組織，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

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等6個國家。另外尚包括蒙古、巴基斯坦、

伊朗、印度、阿富汗等5個觀察員國，以及白俄羅斯、斯里蘭卡和土耳其等3個對

話夥伴國。「上海合作組織」創立的首要任務是確保該組織內的和平、安全與穩

定，打擊「三股勢力」20、毒品及走私等非法交易。並認知當前的國際安全必須

建立在各國平等、互信、互利及合作的基礎上，藉由每年定期舉行的元首峰會、

總理會議、外交部長會議及不定期舉行的國家協調員會議、各部門領導人會議形

成組織運作機制。21上述成立宗旨話雖說得漂亮，國際間普遍認為，這個組織的

成立，很明顯的就是站在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的相對面，中國在崛起後冀圖與

俄羅斯藉一個新興的軍事政治集團力量，與西方陣營互別苗頭並適時發揮區域的

影響力。22
 

2004年11月29日中國與東協在寮國首都永珍簽署「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朝推動成立自由貿易協議區（東協十加一）的方向邁

進。為達到2010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物流零關稅的目標，雙方決定自2005

年開始，針對部分貨品開始協商免稅，再逐漸擴大到2010年時達到全面免稅的目

標。中國與東協關係的締結，促使日本與韓國的邊緣化危機感，也宣佈將自2005

                                                                                                                                            
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40。 

19
 張根海，〈「上海合作組織」區域合作機制：一個新的視角〉，《學術論壇》（南寧），第 9 期（2012

年），頁 53-54。 
20

 所謂三股勢力是指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 
21

 背景資料：上海合作組織，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04/c_113902041.htm, 

accessed March 9, 2014. 
22

 莊國平，〈上海合作組織接納阿富汗 美「中」交鋒中亞〉，《青年日報》，101 年 6 月 19 日，版

A7。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04/c_1139020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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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將與東協十國協商自由貿易區談判，以作為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十加三（中

國、日本及南韓等三國）的起步。23到了2010年，中國與東協各國達成區域內貨

物全面零關稅的目標，形成規模為全球人囗數最多，開發中國家最大的自由貿易

區。 

在大國外交的方面， 面對來自美國「中國威脅論」的戰略防堵，中國以化

被動為主動，化口號為行動的戰略方針，一方面力求維持與美國的穩定關係，以

減少在利益矛盾下所產生的的衝突；另一方面，對於美國積極的在亞洲重新布局，

中國的因應之道是積極與美國之外的各大國推展關係，尤其是與俄羅斯建立具有

準軍事聯盟性質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實行對美國的「制衡」戰略。特別是美國

在2009年歐巴馬政府宣示「重返亞洲」後，不但接連與亞太各國密集的軍演、在

澳洲佈署海軍陸戰隊、增加西太平洋國家的軍售、強化其海空軍力，更將軍事預

算投資重點置於亞太地區，在在都帶有瞄準中國之勢。 

美國的宣示重返，造成了中國的警覺，不但習近平在2013年全面接班後出訪

的首站即是俄羅斯，並宣佈建立中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意圖抵銷美國重返

亞太後的戰略衝擊；24
5月底更穿梭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並與墨西哥、千里

達及哥斯大黎加等三國簽署合作協議，等同宣示中國在掌握世界能源主導權方面

具有重要的地位，大有「再平衡」拉丁美洲之勢；25
6月更大方的應邀訪美與歐

巴馬晤談，並提出「新大國關係」，展現出國力強盛後大國從容的自信，以及在

應對國際事務上更高與更大的影響力；26
9月出訪中亞土庫曼、哈薩克、烏茲別

克和吉爾吉斯等四國，除了促進上海合作組織的合作機制，更強化能源合作的共

識，展現出全方位的外交思維；27除了將觸角伸向美國的後院外，中國也不忘向

鄰近國家遞出橄欖枝。2013年10月，中國總理李克強出訪越南，與越南總理阮晉

                                                 
23

 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第 1 期（2000 年），頁 5-10。 
24

 樊廣志，〈中共拉攏俄國致力戰備 亞太安全添變數〉，《青年日報》，102 年 4 月 17 日，版 A7。 
25

 鄧中堅，〈習近平再平衡拉美〉，《聯合報》，102 年 6 月 11 日，版 A14。 
26

 〈習近平：新型大國關係『一山可容二虎』〉，《聯合報》，102 年 6 月 9 日，版 A3。 
27

 〈習近平出訪中亞〉，《聯合報》，102 年 9 月 4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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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達成深化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共識，除了強化雙邊貨幣、經貿與投資

合作以及成立中、越工作小組外，更宣示共同開發越南北部灣口外海。28
 

眾所周知，中、越兩國兩國除了有領土主權爭議，更有著嚴重的經貿問題，

越南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237美元，29此次中、越雙方的友好合作聲明，代表

著中國長期以來對越南以鴨子滑水式的談判交涉有了具體的結果。這顯示了即使

美國在面對中國這個新霸權提出了「重返亞洲」或「再平衡」的戰略方針，以全

方位的圍堵之勢以圖維持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獨霸的地位，中國也能夠以

其外交及經濟影響力，力破美國重重圍堵之勢。事實上，若時間倒推30年，美國

不需要花這麼大的力氣來面對中國，中國也沒有這麼雄厚的本錢與資源來應對，

美國的重返亞洲顯而易見的是針對中國而來，這反卻突顯了中國崛起的事實，崛

起後的中國在國際外交上，已是美國不能再輕忽的角色。 

 

參、中國崛起在軍事領域的表現 

隨著經濟高速的成長，中國的軍事能力也同時有了飛躍式的變化，同時也讓

中國從一個純陸權國家，漸而走向海權國家。解放軍的建軍思維，從「小米加步

槍」的八路軍思維，演進成「人民戰爭」的總體戰思維，到進入現在跨島鏈的遠

洋「藍水海軍」的海權思維，讓解放軍從破舊落後走向科技戰爭。加上國防預算

每年平均以二位數百分比成長，預算規模已達世界第二。30（如表2-4）除了常備

部隊的驚人發展，中國另在太空科技方面也出現傲人的成就，不僅接連發射載人

太空船，更將預備設立太空站。31
 

                                                 
28

 李克強與越南總理阮晉勇舉行會談，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13/5373595.shtml, accessed March 12, 2014. 
29

 越陸貿易逆差 達 237 億美元，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2170288-1.aspx, 

accessed March 11, 2014. 
30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

民國 102 年），頁 44-46。 
31

 英媒：中國發射「神舟十號」載人飛船，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3/06/130612_press_china_shenshi.shtml, 

accessed March 12, 2014.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13/5373595.shtml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2170288-1.aspx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3/06/130612_press_china_shenshi.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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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中國國防預算（2004至2013年）（單位：人民幣億元） 

 

資料來源：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

民國國防部，民國102年），頁44，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由於其國防預算與龐大隱藏性經費遠超出其防禦所需，且戰略意圖不明，使

中國被美國視為潛在而首要的威脅。事實上，中國自1990年代起，即一直維持非

常可觀的國防支出，根據Global Security在2011年的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目前的

軍費支出排名世界第2，僅次於美國。32
2013年4月中國發表《中國武裝力量的多

樣化運用》國防白皮書，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為中共加強國防

建設之目的。中國雖稱不侵略不擴張等宣傳之作為，刻意消除伴隨著中國崛起而

來的「中國威脅論」之疑慮，33但是不透明的軍費預算以及非民主的政治體制，

                                                 
32

 “World Wide Military Expenditures – 2011,” Global Securit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spending.htm, accessed March 11, 2014. 
33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

民國 102 年），頁 43。 

年度 預算總額 增長率% 佔財政總支出% 折合美元(億) 

2004 2,200.0 15.3 7.7 262.4 

2005 2,476.0 12.5 7.3 302.2 

2006 2,979.4 20.4 7.4 381.5 

2007 3,555.9 19.3 7.1 482.4 

2008 4,182.0 17.6 6.7 572.9 

2009 4,951.1 18.5 6.5 725.8 

2010 5,335.0 7.8 5.7 796.3 

2011 6,027.7 13.0 5.5 956.0 

2012 6,703.7 11.2 5.3 1,064.0 

2013 7,201.7 7.4 5.2 1,163.4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spend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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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加深了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威脅論」之所以會影起這麼大的反響，

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近年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國際競爭力增強，憑藉著其經濟

上的成就而投入於國防建設，使西方和亞太周邊國家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因而心

存芥蒂；另外，中國以發展航空母艦、隱型戰機等具體作為，使得西方國家明顯

察覺一個崛起的強權預主導區域事務強烈的企圖心。34而這其中，中國一直以建

構強大的軍事武力，做為其涉足國際事務的籌碼與後盾。 

 

一、陸軍軍事能力 

由於中國擁有全世界最長的國界線，總長度約2萬2千餘公里，更有著世界最

多的陸地邊境鄰國，共與14個國家邊界相接壤，35這使得它需要一支龐大的戰略

常備部隊以及邊界守備軍，即使經歷多次的裁減，解放軍陸軍仍擁有著近125萬

的兵力，36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武裝力量。它除了正大幅進行地面部隊現代化、機

械化與扁平化，也進行組織調整及裝甲、防空、陸航、陸空協同與電子戰等科技

化組訓，以強化整體打擊、防護及指通能力。37當前解放軍正朝向擴建14個師級

或旅級快速反應部隊的目標邁進，使其能夠針對事端快速反應和擁有更強大的遠

端投射能力，其中包括3個空降師、2個兩棲步兵師、2個海軍陸戰旅和7個特種作

戰大隊。38
 

為了確保快速反應部隊具備足夠的火力，解放軍也大量購買了A-100和WS-2

等多管火箭發射系統，有效射程可達100-200公里。39解放軍地面部隊已由「地區

防衛向跨地區機動作戰」的方向轉變，並努力提升「空地一體化作戰、遠程機動

                                                 
34

 文馨，〈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雜誌》，第 8 期（1995 年），頁 67。 
35

 中國與鄰國邊界問題現狀：約 90%陸地邊界已劃定，搜狐新聞網，

http://news.sohu.com/20050831/n226833010.shtml, accessed March 12, 2014. 
36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

民國 102 年），頁 51。 
37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102 年國防報告書》，（臺北：中華民國國防部，

民國 102 年），頁 51。 
38

 西方評解放軍：陸軍發展全域機動 空軍轉向進攻，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1/08/content_7384189.htm, accessed March 12, 2014. 
39

 西方評解放軍：陸軍發展全域機動 空軍轉向進攻，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1/08/content_7384189.htm, accessed March 12, 2014. 

http://news.sohu.com/20050831/n226833010.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1/08/content_7384189.htm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1/08/content_73841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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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快速打擊和特種作戰」的能力。而為能夠提升快速打擊的能力，解放軍陸

軍積極加速攻擊性武器裝備的性能提升，例如在攔截阻擊的武器系統上，遠程多

管火箭一直是解放軍陸軍的一個重點項目。40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射程最遠的

WS-2「衛士」多管火箭，射程可達200公里以上；而提升型的WS-2D其射程更達

350-400公里以上，遠勝於美國的HIMARS、MRLS，或是俄羅斯的「龍捲風」

（Smerch）多管火箭系統。41更重要的是，此型多管火箭有著體積小、速度快的

優勢，一旦交戰，以現今俄羅斯的防空飛彈系統根本無法攔截，即使佈署最先進

的S-400「凱旋」防空飛彈系統，以飛彈來攔截火箭亦有著不符成本的顧慮。 

2011年初，由中國自行研製的武直-10式攻擊直升機正式在珠海航空展中現

身，除展現強大的反坦克、反登陸能力外，也等同向外界展現大陸近年來不斷提

升的自主國防工業實力。據瞭解，該型攻擊直升機已配發部隊，正式進入陸軍的

戰鬥序列。42
 

除此之外，目前解放軍擁有2500-3000輛96式，以及至少600-800輛的99式戰

車。這兩型戰車年產量至少200輛，甚至高達400-500輛。43近20年來，北約國家

戰車報廢與新增的比例大約為15比1，而中國的比例則是1比1，也就是說，中國

現役的戰車總數從未低於8000-10000輛。44即便在性能上仍與歐美各國有一段差

距，但機械化作戰有時質量的不足，尚可由數量上來取得優勢，加以中國的戰車

出廠年分較之西方國家為新，數量更有著巨大的優勢。使得解放軍陸軍在面對潛

在的領土進犯衝突時，有著數量的絕對優勢與不可小覷的嚇阻能力。 

 

二、海軍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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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武，〈強龍利爪－不可低估的中國軍事力量〉，《亞太防務雜誌》，第 56 期（2012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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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海軍可以說是軍力提升最快速的軍種，更是未來中國競逐海權國家最

重要依憑。解放軍海軍從毛澤東時期，近岸防禦的「黃水海軍」，演進為近海防

禦的「綠水海軍」，一直到1990年代後，由鄧小平與劉華清等「海權派」主導下，

加速艦艇的科技化與大型化，意圖大步走向遠洋，成為真正的海權國家，也就是

「藍水海軍」。邁向遠洋海軍最重要的軍力標誌，即是航空母艦以及大型作戰艦

艇。 

2012年9月25日，中國宣佈自烏克蘭購進的前蘇聯未完成航空母艦「瓦良格」

號已經整修完畢，正式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服役，並命名為「遼寧」號。雖

然該艦尚未正式搭載艦載機，也未編成航空母艦戰鬥群（CVBG）出海巡弋，但

已引起極大的關注，因為這是東北亞第一艘能夠搭載傳統固定翼戰機的航空母艦。

45自二戰以來，海戰是否能夠取勝，端看雙方誰能奪取並掌握制空權，進而掌控

制海權，而解決遠洋海軍制空能力最有效的手段無疑就是航空母艦，是現代化遠

洋海軍必須擁有的戰略性力量。跟上一個世代不同的是，航空母艦相較之下比戰

鬥艦需要更為複雜的軍事科技、現代化工藝等配合，才可能將戰力發揮的淋漓盡

致。46所以能跨入這個門檻的，始終是屈指可數的少數國家。而為了加速航空母

艦艦載機的佈署與訓練，中國於2013年底開始大量生產自製的殲-15戰機，該型

戰機乃參照俄羅斯SU-33戰機為藍圖自行研改設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已建造

20架殲15艦載機用於測試，47除已開始正式量產外，部分已撥交部隊，正式加入

戰鬥序列。48據美國國防部預測，中國將在未來15年間建造數艘航空母艦，49而

推測建造中的航空母艦將非遼寧艦之滑跳式甲板，極有可能使用平甲板以彈射器

輔助艦載機起飛，顯示殲-15戰機將有可能發展彈射型號，也顯示解放軍海軍將

                                                 
45

 張國城，〈從現實主義看中國航空母艦的外交和軍事影響〉，《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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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肇威，〈解析遼寧號航空母艦〉，《亞太防務雜誌》，第 55 期（2012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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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殲 15 到去年底已產 20 架，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401190151-1.aspx, 

accessed March 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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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遼寧艦艦載機 殲 15 量產交付，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12030328-1.aspx, accessed March 14, 2014. 
49

 徐兆民譯，安德魯‧艾瑞克森（Andrew S. Erickson）著，〈美國 2013 年中共軍力報告評析〉，

《國防譯粹月刊》，民國 102 年，第 10 期，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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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美國、法國後，世界上第三個操作平甲板式航空母艦的國家。 

在水面主作戰艦部分，解放軍海軍研製大型水面艦，源自於1959年仿製前蘇

聯的柯特林級(Kotlin class)驅逐艦進而產生051型「旅大級」驅逐艦，研製能力歷

經約30年磨練後逐漸成長。近20年來陸續研製一系列新艦，計有旅海級（051B

型）驅逐艦、旅洲級（051C型）驅逐艦、旅滬級（052型）驅逐艦、旅洋級（052B）

驅逐艦與號稱中華神盾的旅洋二型（052C型）驅逐艦，以及號稱中華拉法葉的

江凱二型（054型）護衛艦，先後加入中國海軍服役，不僅逐步增強其海軍戰力，

也反映其海軍戰略的轉變。50這除了象徵中國的造艦工藝已臻至成熟，更重要的

指標性意義，是這一艘艘陸續服勤的艦隻，隱約將逐漸編成未來的航空母艦戰鬥

群，為甫成軍的航空母艦預先配置了初步的外、中、內層屏衛。一旦航空母艦戰

力成型，面對東海及南海的領土爭端，甚或是涉足印度洋事務，一個完整的航空

母艦戰鬥群將能有效的發揮其嚇阻的效果。 

另外在解放軍海軍的潛艦戰力部分，據美國2013年中共軍力報告指出，中國

除了現役的3艘晉級（094型）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nuclear-powered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 SSBN），另可能有2艘正在建造中。而且只要射程7400公里以

上的巨浪-2型潛射彈道飛彈能有效部署，晉級潛艦就能讓解放軍海軍擁有可恃的

海基核子嚇阻能力。51在《美國2013年中共軍力報告評析》中指出：「在2012年

一連串的成功測試後，巨浪-2型飛彈已在2013年達成初期戰備，而部署在中國南

海的海南島晉級核子動力彈道潛艦屆時便可從事核武嚇阻巡弋。」在5艘晉級潛

艦全數服役後，預期中共將在「未來10年間開始發展下一世代的唐級（096型）

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52預料這款新型的潛艦將有更佳的靜音效果以及更高

的戰略核武運載量，大大的提升中國核嚇阻能力。此外，中國正在建造4艘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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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商級（093型）核子動力攻擊潛艦（nuclear-powered attack submarine, SSN），而

報告中也指出，「未來十年內，中國可能開始建造隋級（095型）核子動力飛彈潛

艦（nuclear-powered guided-missile submarine, SSGN），屆時可能具備潛射攻陸戰

力。」隋級潛艦不僅具備「更佳的靜音科技」，也能運用魚雷與攻船巡弋飛彈滿

足傳統攻船任務。傳統動力攻擊潛艦方面，《美國2013年中共軍力報告評析》指

出元級（039A型）潛艦數量可能增加至20艘，並擁有水下絕氣動力裝置（AIP）。

53這些發展將為共軍海軍提供更多的戰略部署選項，也大幅增進其水下作戰與打

擊能力。 

 

三、空軍軍事能力 

過去20年來，解放軍空軍的戰力獲得了長足的提升。隨著蘇聯解體與後冷戰

時期的到來，俄羅斯藉著解禁並出口高性能的軍備，以填補國內經濟缺口，解放

軍空軍因此抓住了戰力躍升的契機，從而成為蘇聯解體後最大的獲益者。54自

1992年中國自俄羅斯購入了第一批的Su-27戰機後，陸陸續續添購了各式新型戰

機，除了換裝第一線部隊外，更投入大量人、物、財力開始航空工業自製的進程，

解放軍空軍可謂正式開始脫胎換骨。目前解放軍海、空軍已擁有超過300架的

Su-27、Su-30和殲11等重型戰機，估計未來數量將高達500架以上。未來仿Su-27

自製的殲-11B戰機將取代全數的殲-8戰機，以及部分的Su-27戰機。依據《亞太

防務雜誌》的統計，解放軍所擁有的重型戰機總數已接近美、俄，遠超過印度與

日本。55
 

而為了考量應對與美國或是印度發生重大衝突的可能性，解放軍空軍除了發

展殲-11、殲-15、殲-16等第四代戰機外，更致力研發第五代的隱型戰機－殲-20

及殲-31。2011年1月11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茲（Robert M. Gates）訪問北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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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當面向他證實，大陸自製的殲-20隱形戰機試飛成功。56這種

外型與美軍最先進的F-22戰機雷同的實驗機，其試飛讓美國及所有西方國家震驚，

除了過度低估中國航太工業能力外，更低估了中國對未來追求優勢兵力的決心。 

57在殲-20戰機出現後，各國軍事專家甚至認為殲-20戰機是自前蘇聯推出MIG-15

和Su-27後對美國空權最新的挑戰。美國的中國國防問題專家Richard Fisher及澳

洲的解放軍研究學者Dr. Karlo Kopp等人甚至認為，殲-20戰機將是「game changer」

或是F-35戰機的殺手，破壞了美國和其盟國空軍的現代化計畫。58
 

另外，中國亦大量購置運輸直升機，研發運-20長程戰略運輸機，做為武力

投射的載具。其中運-20戰略運輸機已於2013年1月26日試飛成功，這標誌著中國

航空工業在研製能力上的重大突破。59因為大型的運輸機的關鍵性指標，是其航

程與載重，而這兩項指標的核心即是發動機的技術，顯示中國航空工業除了能以

逆向工程，摸索出新式戰機的設計脈絡，針對戰略性武器更能開發創新，讓國防

工業全自主而不仰賴他人。運-20這類長程戰略性裝備的擴編，對於未來中國解

決區域領土爭議時有極大的嚇阻性，大型運輸機不但是一個運輸平臺，亦可改裝

成加油機、電偵機、預警機或是反潛巡邏機等多種用途，這除了代表了大陸建立

戰略空軍的第一步，也暗示了解放軍空軍的遠程作戰能力正在提升，同時還有能

力投射重裝的機械化兵力。因為據估計，運-20運輸機最大載重將高達66-70噸重，

優於它的仿製機型俄製IL-76的60噸；運-20滿載航程亦高達5000公里，略勝於美

製C-17運輸機的4600公里。60未來無論面對核心利益衝突，抑或是來自釣魚台、

南中國海或與印度的領土爭議，運-20這樣的長程戰略武器，將能確保中國擁有

更大量、遠距離的投射能力，也象徵著軍事力量的雄厚足以做為交涉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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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砲部隊軍事能力 

中國自1964年完成第一次核子試爆後，成為繼美、蘇、英、法等國後，另一

個核子大國。中國的戰略核武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尤其在洲際彈道飛彈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的研究發展上，其速度與進展絲毫不遜

色於美、俄等傳統軍工大國。61受惠於經濟的高速增長，解放軍二砲部隊不斷加

速發展更遠、更精準的戰略彈道飛彈與核子武力。對於解放軍二砲部隊，外界一

直低估了其作戰能力。根據亞太防務雜誌在2012年所做的評估，解放軍二砲部隊

擁有的核彈頭總數不超過200-300枚。西方媒體評估，解放軍二砲部隊在洲際彈

道飛彈方面，東風31型有30枚，東風5型有24枚；在中程彈道飛彈方面，東風4

型大約有20枚，東風3A有30枚，東風21型約有80枚；在短程彈道飛彈方面，東

風11型約有600枚，東風15型約有300枚，62但依據俄羅斯著名的中國研究學者赫

拉姆奇辛（Alexandr A. Khramtikhin）就曾在俄羅斯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ata）

發表專文指出，中國的核嚇阻能力應該不止於上述這個數量。63因為由中國向來

拒絕公開討論其核武總數及其飛彈佈署情形，加上中國的軍工生產力以及華中地

區龐大的地下坑道規模，其洲際彈道飛彈和中程彈道飛彈的數量應該遠超過前述

的推測。64
 

2012年8月，解放軍二砲部隊陸續試射巨浪-2型、東風5型及東風41型等洲際

飛彈，其中東風41型不僅射程大幅提升，並能同時攜帶10枚分導核彈頭打擊不同

目標，且射程涵蓋美國全境；而巨浪-2型導彈其射程更可能超過8000公里，標誌

著中國將具備「二次水下核打擊」能力，也顯示北京即將形成有效的戰略嚇阻力

量，對於美軍有可能以軍事力量介入的台海、釣魚台問題，解放軍將擁有有效的

「區域拒止、反介入」能力。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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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的核武力仍不及美國的規模，但是中國在2005年成功發射與回收

「神舟六號」太空船；2013年6月，中國更發射了任務期間最長的載人太空船「神

舟十號」，朝向發展自己的太空站邁進了一大步，66這除了顯示中國在沒有外力

協助下已完全掌握太空航行的精密技術，更對「外太空-大氣層-地面」這樣的高

精確定位打擊有著相當成熟的運用能力。由這一點來看，未來美國在第一波核打

擊中，已經不太可能完全擊潰大陸的戰略核力量。由解放軍二砲部隊密集試射陸

基與潛射洲際飛彈，顯見解放軍二砲部隊正加快新一代的戰略武器發展，這也為

崛起後的中國奠下了堅實的武力後盾。而核嚇阻能力的存在與否，並不在於能否

摧毀對手，而是一種心理嚇阻力量，它讓對手不能輕忽也不敢輕啟戰端，更像是

一張「強國俱樂部的VIP証」，這讓崛起後的中國名實相符。 

 

肆、中國崛起與軟實力 

中國崛起後一個新的名詞應運而生，那就是「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

所謂「北京共識」有別於「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西方政治學

者認為它是一種獨裁現代化（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或合法化威權

（Legitimizing Authoritarianism）。簡單來說，就是亦即威權政治加上國家資本主

義的經濟治理，為國家提供了經濟高增長、秩序高穩定的統治模式。67當世界銀

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總是對需要資金的開發中國家，提出許多等同

於干擾其國家內政及有效治理的要求時，中國為這些落後國家開啟了一線曙光。

68可以說，隨著中國崛起，它亦同時在輸出一種非常簡單，但對西方優勢具有強

大殺傷力的概念，那就是市場威權主義的基本理念。當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購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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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輸出的各類商品時，中國儼然成為「在發展資本主義的目標上，同步維持國家

的專制治理」這一新選擇的最佳代言者。關於如何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仍保有

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北京模式可以說做出了最佳的示範。現今，中國的金援已經

成為許多非洲國家的重要財政來源。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2年底，中國

對非直接投資的存量已經接近200億美元，超過2000家中國企業在非洲投資建廠，

合作領域從傳統的農業、採礦業、建築業逐步向礦產品深加工、製造業、金融、

商貿、地產、旅遊等拓展。69中國政府除了欲交換的資源外，對於這些開發中國

家的內政從不干涉，不管這些國家人權紀錄有多麼令人髮指，或是領導者多麼暴

虐無道，中國豪不在意的與這些非洲國家建立了一種互惠關係，後者透過提供礦

產、資源給中國，讓國家有機會加速經濟發展。70這可以說是中國迴避了與資本

主義的正面衝突的巧妙手段，對於西方老牌民主國家，中國崛起後對它們所造成

真正的影響，其實體現在另一個難以令人察覺的面相，即它正發揮一種催化效應，

讓世人慢慢地接受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它除了有別於傳統資本主義，也同

樣能夠幫助國家高速發展，這等同挑戰了西方既有的價值標準。71中國在新興市

場和南方國家打出的軟實力牌，可以說遠勝於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大國。簡單來說，

中國的崛起對西方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威脅─也就是中國自身的經濟飛速發展，吸

引了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其經濟政策的路線修正，他們改採了前述的「具有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讓他們在不選擇典型資本主義及民主政

治的情況下，一樣可以緊握政權並同時追求高速發展。72可以說，中國崛起後發

揮了它自己也未曾預期到的影響層面，基於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高度成功，

連帶的確保了政權的穩固，這讓向以標榜市場經濟與民主模式兩大原則的美國，

越來越難以維持其政治體制價值影響力壟斷的地位。加上陸續爆發的關達那摩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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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虐囚、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非法監聽事件，73以及伊拉克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酷刑

逼供等人權汙點，都使得美式價值嚴重受創。74而中國藉由所謂的「北京模式」

穩健而快速的崛起，中國之所以能快速崛起於世界，主要出自於一種迫切的渴望

以及一個深沉的恐懼，一是中國共產黨對於維穩的渴求，另則是中國對於不穩固

的國家治理所產生的恐懼。75事實上，一種新的學習典範以及軟實力，才是中國

對於西方世界的真正挑戰。在北京慷慨的手筆以及不多過問他國內政的態度下，

發展中國家和類似的國際組織，漸漸的不再甘願屈從於西方國家奧援所附帶條件

與要求，也可以不必在抗拒資本主義或仿效民主自由模式之間兩面為難。這使得

以美國為首的政治體系及經濟模式正逐漸失去其既有的影響力與吸引力。76中國

的金援除已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重要財政後盾，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同時變成這

些國家亟欲仿效的對象。中國的治理方式成功的告訴全世界，不只有華盛頓模式

可作為國家進步發達的典範，北京模式也可以是力圖發展，或亟欲脫貧國家在治

理方式上的另一個標竿。77綜合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在未來數十年裡，中國無

疑會是對整個世界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的國家。這些影響的效應就是削弱了西方國

家，特別是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霸權地位，以及在文化與美式價值觀的吸引力。

比起當前還在針對「中國威脅論」是存在於經濟還是軍事領域而爭論不休的同時，

中國崛起後所挾之軟實力影響，其實才是正使得西方價值日漸萎縮的真正關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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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美國皮尤中心對中國的形象調查（2008-2013年） 

註：數據表示好感程度比例；”－”表示數據缺軼。 

資料來源：Opinion of China,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國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阿根廷 34 42 45 － － 54 

澳大利亞 52 － － － － 58 

巴西 － － 52 49 50 65 

英國 47 52 46 59 49 48 

加拿大 － 53 － － － 43 

埃及 59 52 52 57 52 45 

法國 28 41 41 51 40 42 

智利 － － － － － 62 

印度 － 46 34 25 23 － 

委內瑞拉 － － － － － 71 

印尼 58 59 58 67 － 70 

日本 14 26 26 34 15 5 

約旦 44 50 53 44 47 40 

肯亞 － 73 86 71 － 78 

黎巴嫩 50 53 56 59 59 56 

墨西哥 38 39 39 39 40 45 

奈及利亞 － － 76 － － 76 

巴基斯坦 76 84 85 82 85 81 

俄國 60 58 60 63 62 62 

南非 37 － － － － 48 

韓國 48 41 38 － － 46 

西班牙 31 40 47 55 49 48 

美國 39 50 49 51 40 37 

希臘 － － － － 56 59 

黎巴嫩 50 53 56 59 59 56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all/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4/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3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23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39/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64/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74/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00/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0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09/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1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13/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2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41/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country/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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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感受度來看，依據美國民調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2005年公佈的一項國際民意測驗結果顯示，許多國家對

中國比對美國更有好感，這其中包括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盟友的西歐國家。該中

心調查了包括美國在內的16個國家的輿論。長期做為美國「扈從」的英國國內，

幾乎65%的英國人對中國懷有好感，相比之下對美國持正面看法的人則占55%。

在法國，58%的人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而只有43%的人對美國抱有相同看法。在

荷蘭及西班牙，調查結果也大同小異。79
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一項「全球

民意調查」發現，有51%的美國人對中國是「帶有好感」的，但同時對美國「帶

有好感」的中國人卻僅有44%。80而到了2013年，該研究中心再度公佈「中國形

象調查」（如表2-5）顯示，肯亞、奈及利亞、巴西、俄國及智利等國內，超過60%

以上的受調查者對中國存有好感；而希臘、澳大利亞及黎巴嫩等國，有近6成的

人對中國持正向看法；另外在英國、西班牙、埃及亦或是南非等國，亦有近5成

的受訪者是對中國帶有正面印象的；而即使是中國周邊國家例如像南韓等，也有

約46%的受訪者對中國帶有好感，巴基斯坦及印尼兩國更高達7成以上。這雖然

不能說明中國的軟實力戰略奏效，但至少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崛起後的整體形

象逐漸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了較為正面的評價。 

 

第二節  中印關係的演變 

 

中、印關係在1950年代中期，可謂進入外交高峰期，隨後因邊界問題，在1960

年代初期起急轉直下。在長達數十年的關係低迷以及起伏後，兩國關係在1980

年代末期終於有較為顯著的改善。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印關係歷經曲折起伏，

從友好到戰爭，再由軍事衝突逐漸演進成緊張與對立。歸整中、印兩國雙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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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概分為五個不同的時期：81
 

壹、互動密切時期（1950 年代） 

中共政權在1949年宣佈成立以後，中、印兩國旋即在隔年4月1日正式建立外

交關係。在中共建政初期，印度的領導階層曾經對於是否應承認「共產中國」有

著相當大的歧異，而當時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總理在1949年10月訪美時，

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基於美國整體冷戰的策略，建議尼赫魯不要承認

共產中國。82即便如此，印度仍悍拒當時的國際主流氛圍，成為最早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之一。83雖然仍多是基於國家整體利益和

現實的考量，但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一個願意伸出援手的鄰居，又是有著相近

的對外政策路線的夥伴，讓中、印兩國較一般國家間的交往更顯親密。1950年中、

印建交後，印度支持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總理尼赫魯公開表示：「我

們已經承認中國政府得合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成為聯合國的一員」當時，

美國強烈反對承認共產中國的聯合國席次問題，為了中國這個鄰居與盟友，印度

可謂甘冒當時國際社會之大不諱。84其後，兩國領導人頻繁互訪，雙邊民間團體

在藝術、宗教、教育及文化方面往來熱絡，經濟與貿易總額不斷提升，讓中、印

兩國的交往呈現逐漸升溫的趨勢。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共總理周恩來甚至在

派兵「抗美援朝」的前夕，召見印度當時的駐中國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

希冀藉著印度向美國傳話，表達中國對於這場戰爭的立場與底線，表示倘若美軍

一旦越過了38度線，中國即將介入戰爭。85當時，尼赫魯甚至向美國駐印度大使

鮑爾斯（Chester Bliss Bowles）說：「如果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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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損聯合國的前途。」86
1951年5月，印度又反對美國在聯合國所提出的對中

國與北韓禁運議案。板門店停戰協議簽訂後，由於中、印兩國在外交上的密切與

默契，中國甚至堅持由印度擔任中立國戰俘遣返委員會的主席。87
1953年底，中

國政府與印度就兩國在西藏地區的關係問題進行談判，周恩來首次提出按照「互

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原則。88
1954年4月29日，中、印簽訂了「關於中共西藏地

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為解決中、印間在西藏地區長久以來懸而未

決的歷史問題跨出了一大步。89
1954年12月，印度、印尼、緬甸、巴基斯坦及錫

蘭等國在亞非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 又稱萬隆會議）籌備議程中，對

於中國入會的提案出現嚴重分歧，最後因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堅持，會議決定邀請

中國參加。90
 1955年4月，印尼萬隆舉行了共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萬隆會議，

會中發表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其中包括了這五項原則的全部

內容，成為國際公認的處理國家關係的基礎。91在這一時期，兩國領導人互訪頻

繁，兩國在各個領域均合作無間，為中、印關係的互動最密切的時期。 

 

貳、衝突交惡時期（1960 年代初－1970 年代中期） 

延續了近10年的良好氣氛後，1959年中、印兩國間長期隱而未發的問題終於

爆發。在印度尚屬英國殖民地時期即遺留下的中、印邊界線畫定問題，成為兩國

衝突的引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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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關係之所以逐漸惡化，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邊界線畫定與西藏問題，

這可謂是歷史與殖民主義的遺緒。印度獨立後，在心態上認為應該理所當然的繼

承英國在印度殖民時期所有的政治遺產以及領土疆界，這其中包含了英國在1913

年所簽訂的「西姆拉條約」（Simla Accord）內容。92
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

拉召開的「西姆拉會議」，是以中國中央政府代表陳貽範為一方，西藏地方代表

司倫夏紮為一方，英國殖民政府則是外務大臣麥克馬洪（Sir Henry McMahon）

為代表。會議開始的議題以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當局的關係為中心，最後劃

定內外藏分界，外藏為金沙江以西地區，境內由西藏地方當局管理。約文規定，

中英政府承認中國在西藏宗主權，並承認外藏的自治權。93由於當時的中國袁世

凱政府忙於南方征戰，加上各方存有很大的分歧，最終也沒有談出結果。1914

年的3月24日，印度殖民政府外務大臣亨利．麥克馬洪代表英國政府，在與會的

中國代表不知情的情形下，在西姆拉會場外私下與西藏代表達成了領土邊界協定

的秘密交易，這個當時的秘密協議叫《德里換文》，中、英、藏從來沒有一起討

論過這個交易中的邊界劃定問題，這個在《德里換文》秘密協約以及附件圖中劃

定的所謂的「中印邊界線」，就是現在所說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

94這條所謂的麥克馬洪線直接把國界往西藏方向的縱深推移了將近100公里，從

而把西藏境內的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進了英國統治的印度殖民地，這條線因為

沒有正式簽約，不具有國際法的效力，也理所當然地被後來的中共政府所拒絕。 

1959年3月10日，拉薩發生大規模抗暴事件，中共派兵鎮壓，一舉驅逐印度

在西藏的勢力，西藏部分宗教領袖逃往印度。同月31日，達賴喇嘛及其數千名追

隨者得到印度的政治庇護，益加造成雙方關係的緊張。西藏平叛以後，解放軍全

面進駐邊防要地，與印度軍隊形成了一條實際控制線。這條實際控制線在中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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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邊境，與麥克馬洪線大致相同。95是年，中共政府正如火如荼的推行「大躍進

運動」，這直接的影響到國家的治理與經濟的發展。這時的中國出現嚴重經濟困

難，加之中美敵對，中蘇關係惡化，導致無暇處理中、印間長久以來的邊界問題。

1959年8月，印軍襲擊了「麥克馬洪線」以北的朗久駐軍，從而挑起了中、印邊

界上的第一次武裝衝突－朗久衝突事件。96
1959年10月，在中印西段邊境，中、

印雙方發生了空喀山衝突。1960年代中國為了緩解邊境的壓力並試圖解決懸而未

決的領土問題，於是提出「以東段的讓步換取對西段的讓步」，但由於中、印兩

國所主張的實際控制線差異太大，致使領土爭議繼續延續。97此後三年時間，印

度一步一步在中、印邊界推行「前進政策」，加劇了中、印關係間的裂痕。98
1961

年至1962年9月，印軍先後在西段邊境的中國領土上建立了43個據點，面積達4000

平方公里。1962年7月，解放軍與印軍發生了加勒萬河事件；1962年9月到10月上

旬，中印雙方發生了繞橋、尺冬事件，進一步把中印邊境爭端推向戰爭邊緣。

99
1962年10月17至18日，印軍在東段和西段邊境上，向中國邊防部隊進行猛烈炮

擊，中、印邊界戰爭於是展開。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對印度訴諸武力是戰略上的運用，中國為求鞏固其政權

在國際上的基礎，一開始選擇默許以「麥克馬洪線」為界，後來因審酌當時的國

際與國內情勢，100在獲取了勝利後並未繼續挺進，反而自動後撤至此線以北的20

公里，換取對西段阿克賽欽地區的控制。對印度來說，這次戰爭的挫敗加深了印

度對中國的敵意，認為中國於1962年背叛了印度，同時又入侵印度的東北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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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敵意即便是迄今，仍是隱含在中、印關係間的一根刺。101邊界戰爭結束後，

中、印兩國在國際和雙邊關係中採取了一連串的對抗，原有的政治、經濟、貿易

及文化交流幾乎全面中斷，這其中包含了複雜的國際因素，雙方關係陷入了全面

的對抗與僵持狀態。 

 

參、解凍發展時期（1970 年代中－1990 年代後期） 

中、印邊界戰爭後，雙方雖仍保有外交關係，但已由大使級別降至為代辦級

別。自1961年7月印度召回駐中國大使至1976年兩國重新派駐大使，這15年間，

兩國關係極為緊繃。102
1970年10月，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親電周恩來祝賀中國國慶。1971年2月3日，印度駐中臨時代辦向中國外

交部提出實現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的構想；9月20日印度又釋出希望重新發展貿

易與經濟關係，這段期間內，中、印關係似有解凍的跡象。103
1976年7月7日，印

度新任駐中國大使科切裡爾‧拉曼‧納拉亞南（Kocheril Raman Narayanan）到

任中國；同年9月10日，中國新任駐印大使陳肇源至新德里上任，至此，兩國可

謂正式結束了長達15年的外交冷淡時期。104
 

1979年2月，時任印度外交部長的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受邀訪中，

這是中、印兩國在1962年邊界戰爭後第一個出訪中國的印度外長，當時中共副總

理鄧小平接見印度代表團時曾表示：「中、印兩國應求同存異，抓緊時間改善關

係。而至於兩國邊界問題可以透過和平協商解決」。105
1981年6月，時任中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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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理兼外長的黃華出訪印度，這是中共領導人自1960年代以來首次出訪印度，

雙方就國際局勢、雙邊關係以及邊界問題等舉行會談，雙方均同意應以和平的方

式解決兩國間存有的爭議。106直至1985年的前六輪會談中，邊界問題仍無實質進

展，但在這個時期雙方的協商會談雖未達成任何具體的協議，但仍然具有重要意

義，象徵兩國的外交關係進一步回溫。而隨著中、印關係的解凍，兩國的經貿、

文化往來亦隨之增溫。 

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不顧國內的反對聲浪，應中國總理李鵬

的邀請至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自1954年尼赫魯訪中的34年後，第一位踏上中

國領土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在訪中期間亦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

並同時簽署了關於邊界問題的協定，雙方同意保持中、印邊界的現況，這也是兩

國在邊界問題上，首次以正式文件同意保持兩國和平關係。107這趟訪中之行，在

很大的程度上舒緩了兩國長久以來在邊界問題上的對立與緊繃，也意味著印度捐

棄了德賽（Morarji Desai）政府以來所堅持的「解決領土爭端才能改善雙邊關係」

的強硬立場。108兩年後，中共總理李鵬應印度政府邀請出訪新德里，這也是自周

恩來在1960年訪印以來，中共高層第一次出訪印度。兩國領導人就邊界問題達成

了「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之前，保持實際控制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並將編防人

員的不定期會晤改為定期會晤」，雙方再次強調並重申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 

而後印度總理拉奧（P .V. Narasimha Rao）以及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分別

於1993年以及1996年，先後至北京以及新德里實施國事訪問，江澤民訪印期間，

甚至主動提出了同時與印、巴兩國建立建設性合作夥伴與全面合作夥伴的關係，

支持建立南亞無核區與印度洋和平區以及呼籲印、巴兩國和平解決爭端等建議，

江澤民訪印對中、印兩國關係的開展更有著非常重要的象徵與意義。109而就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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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間雙邊關係正緩步升溫，慢慢重新回到正軌的狀態下，印度卻又因國內的政權

更替，對兩國間的關係憑添了新的一筆變數。 

1998年3月，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印度人民黨，擊敗國大黨獲得了政權，

新政府主張加強軍事力量，以較強硬的姿態來面對邊界爭議，並力主加速核子武

器的發展，這對中、印關係投下了變數。110在兩國關係看似即將回穩的背景下，

印度在1998年5月11及13日兩天內，總共實施了五次的核試，同時宣佈正式成為

核武國家。當時印度的國防部長公開抨擊中國的政策具有侵略性，將核子試爆歸

因為「中國威脅論」。當時的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政府認為，擁有核

武將能有效改善其與中國和美國甚或巴基斯坦的關係，並可使印度處於平等的地

位來與中國打交道，迫使北京調整對於兩國邊界爭議的立場。111雖然印度的外交

單位於其後努力修補與中國的關係，但原先友好、和睦的外交氣氛頓時又向下跌

宕。 

 

肆、重新回溫時期（1990 年代後期至 2003 年） 

印度核試後兩國關係又陷入了谷底，好不容易逐漸修補的雙邊關係又再次被

打破，不少人對於兩國關係的未來感到悲觀，但中、印兩國的關係卻出人意表的

重新開始回溫。2000年5月，印度總統納拉亞南（Kocheril Raman Narayanan）至

中國正式友好訪問，並與江澤民達成了共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穩定的意願。2002

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應邀訪問印度。112這段時間內，中、印關係雖未有翻

轉性的變化，但至少兩國重新將1998年以來的不友好狀態重新回到了正常發展的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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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上一次拉奧（P .V. Narasimha Rao）總理訪問中國10年之後，2003年6月印

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訪問了中國。期間，中國國家主席胡錦

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與瓦傑帕伊進行了會談。雙方發表的《中印

關係原則和全面建設合作的宣言》中首次提出了「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113

這是對於中、印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全新定位。此次印度總理訪中之行，除了

簽署《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建設合作的宣言》以及科技、教育、海洋、能源等領

域合作的11個協議外，雙方還就邊界問題交換意見。這次訪問象徵著兩國關係變

化的分水嶺，向來民族主義色彩強烈的印度人民黨總理出訪中國，我們可以視為

印度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出現明顯的轉折。這使得2003年成為中、印關係一個新的

里程碑，因為這象徵著中國崛起後，印度對中國政策的一個大轉向，從原先的冷

淡而不甚友好，明顯的朝向以合作取代對抗的交往主軸發展，中國與印度關係至

此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篇章。 

 

第三節  中國崛起後的中印關係轉變 

 

胡溫領導班子上臺後積極致力推展中、印關係，2005年4月9日至12日，溫家

寶總理應印度政府的邀請對印度進行了訪問，兩國總理就雙邊關係的定位提出了

新的看法和認識，雙方一致同意將中印關係提升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

關係」114，這一重新的定位，標誌著兩國關係逐步回穩。2006年11月20日至23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印度共和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元首10

年來首次訪問印度，兩國領導人發表了《聯合宣言》，就擴大雙方在各個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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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達成了共識。115
2008年1月13日，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

訪問中國，訪問期間，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二十一世

紀的共同展望》，兩國還建立了領導人定期會晤機制，設立了總理熱線。116這段

期間，中、印兩國間雖不能說是盡棄前嫌，但卻代表著雙方領導人均重拾一個較

為務實的外交方針，不再僅由民族主義這樣的極端角度來制訂交往方針。2009

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金磚四國」的峰會上會見了印度總理辛格；同年6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總理也會見了辛格，並宣佈兩國同意設立總理熱線，這象徵

著兩國著眼於共同的利益與合作關係，友共識的設下了衝突預防的機制；而國務

委員戴秉國也在2009年，與印度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在首都新德里舉行了第13次中

印邊界特別代表的會晤。117
 

2010年是中、印兩國建交60週年，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5月28日在北京會

見了到訪的印度總統帕蒂爾（Pratibha Devisingh Patil），並共同出席了中印建交

60周年招待會，會中習近平表示：「兩國同為新興發展中大國，面臨著相同的任

務和挑戰，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負有重要的歷史責任。中印是合作夥伴，不是

競爭對手」。118就中國崛起後的雙邊關係而言，2010年是較不尋常的一年，過往

中國所簽署的每份國際文件都無一例外地提到西藏和台灣，而在溫家寶該年訪問

印度時，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當中卻沒有提到這兩個地方，119其最主要的原因在

於中國宣布對喀什米爾人發放特別簽證，印度政府為了報復中國，因此特別在雙

方聯合公報上刻意「忽略」向來未曾遺漏的對西藏與台灣相關聲明。儘管2010

年是中、印兩國建交60周年，但中、印兩國在軍事上的交流卻在2010年被迫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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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2010年中國拒絕向印度北方軍一名指揮官發放簽證，新德里政府於是凍結

了兩國之間所有軍事交流。120儘管中印軍事交流最近有所回暖，但是因為中、印

領土糾紛仍然沒有解決，中國繼續拒絕向來自那一地區的印度軍官發放簽證。這

顯示兩國間的互信未因建交60週年而有所增進。 

2011年的中、印關係發展呈現合作交流與競爭同時存在的特點。2011年9月，

印度國有的石油天然氣公司在2006年就與越南政府就所謂的「127號」、「128號」

兩個區塊油氣田的共同開採達成協議。這兩塊油氣區的位置均位於中國南沙群島

海域西側，鄰近越南平順省潘切市以東海域，印度此舉在當時引發中國政府極大

的反彈，並發表「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在南

海的主張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的強硬聲明。121另外，在2011年印度亦積極

推行其「東向政策」的政策。1月印尼總統蘇西諾對印度進行了國事訪問，兩國

簽署了價值150億美元的貿易投資協議及30多份合約。10月，印度先後邀請越南

國家主席張晉創和緬甸總統登盛的到訪。印度總理辛格在與張晉創會談後表示，

印、越之間發展合作關係是印度東向政策的重要內容，能源合作更是印、越兩國

未來合作的重點之一。122除了強化與越南的雙邊關係，印度更將緬甸視為東向政

策中的關鍵角色，力求獲取豐富的油氣資源，印度總理辛格還就支持緬甸基礎設

施建設與登盛總統達成諸多共識，尤其是雙方決定加快印方援助1.2億美元的緬

甸實兌（Sittwe）深水港工程建設，希望能夠於2013年6月前完工。屆時，印度東

北內陸地區米左拉姆邦（Mizoram）的貨物將可以沿著加拉丹河（Kaladan River）

連通緬甸，然後抵達東南亞。123印度在鞏固南亞以及東南亞關係後，更將觸角伸

向東北亞。在東北亞方向，印度與日本、韓國分別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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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蒙古列為重點援助對象，還強調對華關係是其東向政策的重點項目。僅就印度

與日本的關係來看，2月兩國在東京簽署了促進雙方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經濟合

作協定（EPA），根據協定，未來10年內，占兩國貿易總額94%的產品關稅將逐

步降至零。印度政府亦計畫向一家日本企業出口約6000噸稀土，124印度在暫停稀

土出口7年後，藉著中、日關係的惡化以及稀土的重新出口，試圖重新打破長期

以來中國在此領域的龐大影響力。但除卻了外交以及經貿上的競爭，中、印兩國

在2011年的常態性交流卻也益顯熱絡。2011年10月，來自中國、巴西、俄羅斯、

印度和南非的證券交易所代表，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第

51屆年會上簽署協議，宣佈成立合作聯盟；由菲律賓「羅慕洛和平發展基金會」

（CPR）和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南海論壇」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舉

行，中、印雙方亦均派有代表與會。11月，包括中國、巴西、俄羅斯及印度等「金

磚四國」領導人在法國坎城（Cannes）就金磚國家合作和20國集團領袖舉行會晤

並交換了意見；中國與印度甚至在南非德班（Durban）氣候大會上發佈名為《公

平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報告中，採取了一致的立場；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

在印尼峇里島出席第六屆東亞峰會等會議期間會見印度總理辛格。125這顯示在波

折不斷的2011年間，中、印雙方在政治與經貿領域雖屢有交鋒，但常態性的合作

與交流卻也仍並行不悖。 

2012年是「中印友好合作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分別在金

磚國家領導人峰會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期間，與印度總理辛格舉行雙邊會見；

2012年2月，印度外長特抵中國出席印度駐中國大使館新館啟用儀式，並在6月代

表印度來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同年9月，中、印首次戰略經濟對話在中國

北京舉行，兩國政府外交及經貿等部門的代表參加了此次對話。雙方就各自宏觀

經濟形勢、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協調以及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高技術、節能環

保等領域的產業政策和務實合作等展開了對話與交流。中、印雙方都保證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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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的投資合作，進一步相互開放市場。此次對話也確認了中、印聯手在20國集

團峰會上謀求擴大新興國家影響力的方針。126
 

2013年4月15日，印度指控解放軍越過印度喀什米爾拉達克（Ladakh）段的

暫定邊界，並進入印度認知的領土19公里處搭帳棚崗哨，雙方於營地相隔300公

尺處對峙，情勢緊張。（如圖2-1）在雙方的節制與磋商後，雙方部隊協亦同時後

撤，結束了為時約三周的「帳篷對峙」局面。127雖然邊界問題仍然未解，但零星

衝突尚未有影響兩國雙邊關係發展。2013年5月19日，中共總理李克強出訪印度，

針對貿易赤字、邊界衝突、西藏問題和跨境水資源等問題與印度總理辛格實施廣

泛的對談。辛格會後表示「中、印兩國是合作夥伴，非競爭對手，世界有足夠的

空間供兩國共同發展」。而李克強除了將與印度簽署經貿、農業、文化、環保、

鐵路、電力及地方交往領域等一系列合作協議，甚至提出打造「中印緬孟經濟走

廊的構想」。另外在邊界問題上，雙方強調「應維護邊境安寧，防止兩國關係因

邊境問題而受影響」；在西藏問題上，印度重申不允許境內的「反中活動」；在水

資源問題上，印度提出在其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上游（即中國

西藏省境內的雅魯藏布江）共同組建水資源開發機構，然此點則是遭到中國的拒

絕。對於兩國關係的未來前景，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提出多項期望，包括加強

戰略溝通、推進務實合作、加強防務合作、擴大人文交流即妥善處理敏感問題等。

而關於防務合作，李克強希望雙方盡快展開新一輪的聯合軍演，擴展軍事交流。

雖然這是中共領導人換屆後的首次訪印，在各領域也未見得都能達成共識，但中

國媒體仍以「龍象攜手」做為中共新領導班子上任後，中、印關係的註腳。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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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中、印在喀什米爾地區邊境接壤圖 

 

資料來源：喀什米爾地區地圖，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9%81%94%E5%85%8B, accessed 

March 23, 2014. 

 

小結 

比較1950年代初期中、印關係的第一次和解，以及冷戰結束後的第二次和解，

第三次和解的最大特點是兩國已先後走向了快速發展的方向，皆隱然成為名符其

實的世界大國，中、印共同崛起已是兩國關係發展的新形勢。129另外，在冷戰時

期，中、印關係除了本身的衝突與矛盾外，更受制於分屬陣營的制約。中、蘇交

惡後，蘇聯更強化了與印度在各方面的關係，除了政治與外交上的支持外，更深

化了軍事領域的合作。而中國則倒向蘇聯的死對頭美國，中、美也都同時強化了

與印度的宿敵巴基斯坦的關係。而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對印度構成了巨大的外

交衝擊，在突然頓失強有力後盾的狀況下，印度得開始面對全球化與世界多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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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干城，《印度：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21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9%81%94%E5%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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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潮流，印度的領導人於是開始思索其中國政策，改善了長久以來既不和睦也不

熱絡的中、印雙邊關係，這除了顯示印度領導人開始以較為務實的外交思維，來

取代從前以意識型態或民族主義掛帥的對外方針，這樣的轉變緩解了中、印間原

本既交往又對立的交往模式，進而降低了印度對中國的安全成本，也讓印度在面

對全球金融海嘯後，能夠更聚焦在國家的建設發展，兩國關係也因為中國的崛起，

而能夠慢慢歩上雙邊關係推展的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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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競爭下的中印關係發展 

 

在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前，中、印關係在各個領域上的互動與交往都是

密切而友好的，雙方不僅立場相近，各領域的交流更是密切頻繁。但在邊界戰爭

後，中、印關係開始出現變化，從前的合作關係與頻繁的交流隨即中斷，雙邊的

互動更因為逐漸升高的敵意產生了全面性的競爭與對抗。從 1960 年代雙方在軍

事及安全上的對抗，至 1970 年代演變為外交及政治上的競爭，冷戰結束後兩國

更是在經貿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領域展開較勁，競爭關係成為中、印兩國間最顯著

也最全面的交往呈現。 

 

第一節  中印在政治上的齟齬 

 

探究中國與印度間的衝突與矛盾，所有的根源都是源自於政治上的競爭。從

西藏問題衍生為兩國對領土的爭議，再由兩國間的矛盾擴散至區域間的對抗，進

而演變為國際性的摩擦與對立。所以，欲探就兩國間的競爭關係，則必須由政治

領域做為探討的起點。摘整中、印間的政治領域的競爭，可透過以下六個面向做

具體的探討： 

 

壹、西藏與達賴問題 

中國與印度兩國關係中，最根源也最矛盾難解的關鍵因素，就是印度面對西

藏與達賴問題的立場。在這兩個關鍵的問題上，印度一向採取兩面政策，一方面

承認西藏在中國的自治區地位，反覆重申反對印度境內藏人從事反中的政治活動；

另一方面則是以一種較為曖昧的態度，將西藏問題視為一枚與中國交涉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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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北京當局始終認為印度政府持續利用達賴喇嘛來削弱中國對

於西藏的控制，1而新德里方面則認為，中國與巴基斯坦間的緊密互動，是對印

度的一種圍堵。由於達賴喇嘛曾表示要尋找中國與西藏間的中間道路，也就是所

謂的「西藏自治」，不過這裡的「自治」是指大西藏自治，不僅僅是中共統治下

的西藏自治區，即大西藏的統一及西藏實行民主制或「一國兩制」。2楊開煌教授

認為，在西藏的自治範圍和方式上，雙方的認知差距相當大，可說根本沒有談判

的基礎。3
 印度對於達賴一直採取模糊態度，使得中國對於印度的西藏政策感到

不信任。例如在 2009 年 11 月，達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訪問中、印有爭議的

領土，並在達旺地區舉行記者會，發表對中國邊界政策的看法，同時回顧他當年

由西藏流亡印度的心路歷程。儘管印度方面強調達賴此行乃屬私人訪問性質，但

此舉仍然激怒了中國，更進一步加深中國對印度在西藏政策上的猜忌。4
 

中國崛起後，中、印雙方均有意調整原本的外交基調，兩國關係現況雖不能

稱之為敵對，但卻也算不上和睦。5
2003 年 6 月 23 日，印度總理瓦傑帕依出訪中

國，首次正式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地位，並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

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此舉為兩國關係一大進展，此後，為了雙邊關係

的持續開展，印度政府在各國際場合反覆的重申「承認西藏自治區屬於中國領土

的一部分，並且不允許藏人在印度境內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6雖說如此，

北京當局卻仍然對於印度在西藏及達賴問題上的隱晦態度感到猜忌。隨著穩定的

經濟發展，印度的整體實力也隨之提升，伴隨而來的是與大國交涉時漸而提升的

自信。2010 年 12 月溫家寶訪問印度時，雙方所發表的聯合公報首次沒有提到西

                                                 
1
 張敏秋，《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75。 

2
 博河，〈紐約召開四方獨立會議－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西藏、台灣問題研討會側記〉，《開

放雜誌》（香港），第 144 期（1998 年），頁 32-33。 
3
 楊開煌，《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臺北：蒙藏委員會，1999 年），頁 30。 

4
 “Living Buddha sprinkles peace water upon fierce Chinese Dragon”, Struggle for Hindu Existence, 

http://hinduexistence.org/2009/11/09/, accessed April 12, 2014. 
5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年），頁 156。 
6
 中國印度關係，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5/17/content_28854970.htm, accessed March 22, 

2014. 

http://hinduexistence.org/2009/11/09/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5/17/content_288549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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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與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印度微調原先對中

國原則立場的証明，這顯現在與中國競爭的過程中，印度開始展現出更多的彈性，

例如自 2010 年以來，印度似乎開始將一中政策當成一種籌碼，也就是除非中國

在喀什米爾問題上回到原來立場，否則印度不可能正式承認西藏與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7這使得已然缺乏互信基礎的兩國關係再平添了一筆變數。2011 年 11

月，達賴出席在印度舉行的佛教大會，使得中、印第 15 輪邊界談判推遲，8西藏

與達賴問題可謂反覆的造成中、印兩國間的摩擦。 

 

貳、領土與邊界爭端 

除了達賴的問題外，影響中、印關係最大的癥結點就是邊界爭端。由於邊界

問題沉痾已久，使得印中兩國長期在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上部署

重兵，形成對峙之勢。印度媒體時常出現中國軍隊越界或中國非法侵佔印度領土

的新聞報導，雖然這樣的報導很難獲得證實，但證明在邊界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

緊張與對峙氣氛。9
2013 年 4 月 15 日，印度指控解放軍越過印度喀什米爾拉達克

段的暫定邊界，並進入深入印度領土約 19 公里處駐紮，破壞了兩國暫時擱置爭

端，並追求邊界和平的默契，雙方部隊相互對峙了三周，雖然情勢因中國總理李

克強訪印而有所緩和，仍顯見兩國關係即使已大幅度的改善，但邊界爭端仍舊是

兩國最深沉的「歧見」。這樣的歷史情結進一步反映在印度政府對邊界問題的態

度上，1970 年代西方學者麥斯威爾（Naville Maxwell）撰寫一本中印戰爭的學

術著作，主張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的發生，印度政府應負起較大責任，迄今

此書在印度仍然被禁。10另一方面印度認為中國是一個「傲慢而莫測高深」的對

                                                 
7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年），頁 169。 
8
 〈陸新戰略 擴展兩國經貿合作〉，《聯合報》，102 年 5 月 20 日，版 A3。 

9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年），頁 166。 
10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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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即使是親如兄弟之邦，中國最後還是有可能因為某些「核心利益」對印度動

武。11
  

目前中印兩國間主要存在著三段領土爭議：位於西段喀什米爾東部拉達克

（Ladakh）與中國新疆中間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總面積約為三萬八

千平方公里，目前由中國實際控制；12中間區域的小塊未劃界地帶，位於兩國在

尼泊爾與喀什米爾間，面積約為二千平方公里，目前由印度實際控制；13東段中

國一般稱為藏南（或稱山南）地區，面積約為 9 萬平方公里，自 1950 年後由印

度實際控制，但印度始終認為兩國邊界應該也包括西藏與錫金的邊界，以及巴基

斯坦在 1960 年代劃給中國的一部份喀什米爾領土邊界，總長達 4 千多公里。14（雙

方爭議地區見圖 3-1, 3-2, 3-3） 

 

圖 3-1：中、印邊界爭議領土示意圖 

 

資料來源：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 期（2009 年），頁 170。 

                                                                                                                                            
年），頁 165。 

11
 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434。 
12

 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期（2009

年），頁 169。 
13

 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期（2009

年），頁 170。 
14

 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期（2009

年），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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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中、印邊西段與中段爭議領土示意圖 

 

註：紅色區域為爭議領土。 

資料來源：印度出版的中印邊界地圖，網易論壇，

http://bbs.news.163.com/bbs/mil/1182003.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14. 

 

2008 年 1 月，印度總理辛格訪中，而就在結束訪問後的兩天，印度就宣佈

總理辛格將視察中、印邊界中段爭議地區－阿魯那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

並在該地首府發表「太陽首先在阿魯那恰爾邦親吻印度，這是我們太陽升起的地

方」的感性談話，而後隨即在邊界地區增兵，被視為對中、印邊界問題上發出了

明確而強硬的信號。15領土爭議導致兩國在 1962 年 10 月爆發戰爭，並且在往

後十多年維持冷戰的狀態。中國政府至少曾經有兩次向印度提議用東段換西段，

也就是讓印度保有東段阿魯納恰爾邦，以換取印度承認中國擁有阿克塞欽地區，

不過都遭到拒絕。1981 年時，兩國政府決定用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議，先後設

立副部長級會談（1981-1987）、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會議（1989-2005）、以及

                                                 
15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16。 

http://bbs.news.163.com/bbs/mil/1182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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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代表會談（2003 迄今），但這些談判都沒有具體結果。即使印度國內有人認

為放棄阿克賽欽地區符合現狀，也最符合印度的最大利益，16此舉除了能有效改

善中、印間長久以來不睦的關係，更能直接解決難解的邊界問題。但在印度政壇，

無論是執政的人民黨抑或是最大的在野黨國大黨，此主張無異是政治自殺。這顯

示邊界問題並未因兩國關係的緩解而出現解決的曙光。 

 

圖 3-3：中、印邊界東段爭議領土示意圖 

 

註：紅色區域為爭議領土。 

資料來源：印度出版的中印邊界地圖，網易論壇，

http://bbs.news.163.com/bbs/mil/1182003.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14. 

 

參、中巴同盟與印巴關係 

自 1960 年代以來巴基斯坦即是中國最堅實的政治與軍事盟友，巴基斯坦依

靠中國來對付印度，也是中國用來平衡印度的國家，通向伊斯蘭世界的橋梁，更

                                                 
16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年），頁 164。 

http://bbs.news.163.com/bbs/mil/1182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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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交上可信賴的朋友。中、蘇決裂以後，由於印度的親蘇傾向，使得中、巴關

係就更加緊密。中國不僅供應巴基斯坦傳統武器，協助其興建核能電廠，甚至還

可能是其核武計劃的幕後推手。常久以來，中、印、巴關係一直是左右中、印關

係和緩或是惡化的重要因素。而這其中，中印與中巴關係間一直存在著很深的戒

備心態，形成了所謂的「安全困境」。對印度而言，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長久友好

是對印度的一種圍堵，在心態上即若美國拉攏印度來針對中國一般。中、巴關係

除了政治與外交上的友好，在軍事上更是相當緊密。除了作為巴基斯坦武器裝備

最主要的供應者，中國亦對巴基斯坦分享先進軍事技術，進而大大的提升了巴國

武器的質與量。雙方還從 2002 年開始舉行防務和安全對話，開展聯合軍事演習。

17而中、巴關係愈是深化、鞏固，則中、印間的關係間的矛盾就愈大。印、巴之

間除了相互視之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外，尚處於以核子武器對峙的恐怖平衡中。

1998 年 5 月，自從印度實施 5 枚核子武器試爆以後，巴基斯坦旋即於 5 月 28、

30 日在其俾路支省的賈吉地區實施 6 枚核子武器試爆，使得區域緊張情勢一觸

即發。在巴基斯坦完成核子試爆後，中國除了強烈譴責印度破壞區域穩定外，同

時更加深對巴基斯坦飛彈技術的輸出。18
2001 至 2010 年間，中、巴兩國簽署了

一項大規模的戰機生產協議，由中國輸出 JH-17 雷電（中國代號 FC-1，梟龍戰

機）予巴基斯坦空軍，大大的提升了巴國空防的力量，這讓巴國在面對日益精銳

化的印度空軍時更顯自信。19
 

中國在 1960-1970 年代在中、巴邊境修築了喀喇崑崙公路，藉以連接新將與

巴基斯坦北部。這條公路除了強化了巴基斯坦對巴控喀什米爾地區的控制，更加

強了阿克賽欽的戰略地位。20喀喇崑崙公路更是與中國在巴基斯坦的「珍珠鍊戰

                                                 
17

 張貴洪，〈巴基斯坦的戰略地位與中巴關係的未來〉，《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2 期（2011

年），頁 16。 
18

 Shirley A. Kan. China and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Missiles: Policy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1）, p.43. 
19

 何大明譯，黎安友、施道安著，《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臺北：左岸文化事業，2013 年），頁

232。 
20

 何大明譯，黎安友、施道安著，《尋求安全感的中國》，（臺北：左岸文化事業，2013 年），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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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瓜達爾港的興建遙相呼應，未來中國可望將由中東地區輸出的石油，透過

瓜達爾港經喀喇崑崙公路輸運至中國內陸省份，畢竟新疆的喀什距離中國的東部

海港 3500 公里，而距離瓜達爾港僅 1500 公里，21以能源安全以及成本來計算，

瓜達爾港不僅有利於中國能源輸運，更能緩解中國長久以來的「麻六甲困境」。

所以，將勢力伸及印度洋是中國國家生存的應為，也是不得不為，使得中、印兩

國成為天然的競爭者。又因該港口是由中國出資，未來極有可能成為中國在印度

洋的前進基地，可以有效的提供解放軍海軍艦艇的泊靠與整補，挑戰了印度對印

度洋的獨佔地位。 

 

肆、印度的東向政策 

1991 年印度大選，國大黨與其他幾個小黨結盟組成聯合內閣，在國內通膨

嚴重、財政赤字、外匯存底銳減；外交上，蘇聯解體，冷戰正式告終，印度的外

交空間瞬時遭到劇烈的壓縮，在蘇聯解體後所形成的準單級體系中，由於昔日的

印俄特殊結盟關係已不復存在，從而也使冷戰期間印度長期秉持的「不結盟政策」

失去環境的正當性來源，於是讓印度暫時成為一個「孤獨且沒有朋友」的國家。

迫於國內外情勢，當時印度的總理拉奧決定修正冷戰時期的外交方針，改以務實

的態度來重新交好從前疏遠的週邊鄰國。透過密切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為其經濟

改革注入活力，並快速融入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同時，通過介入該地區事務，擴

大對東協的影響，進而增強在全球安全事務的話語權。22這即是「東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濫觴。該政策雖包含了東進南中國海，但在 21 世紀前考量實力有

限，印度尚未積極的介入南海問題，近年來，隨著南海爭端逐漸升高，加上整體

實力的躍升，印度開始積極的在南海問題上發聲。2012 年，印度的一個研究小

組公佈了一份名為《不結盟 2.0：21 世紀印度對外與戰略政策》的戰略報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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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祥裕，〈巴基斯坦「俾路支問題」的發展及其前景〉，《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2 期（2009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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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東傑，〈印度東進政策下的東南亞角色分析〉，《台灣東南亞學刊》，第 2 期（2007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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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以「中國挑戰」為主題，論述了印度對中國戰略的論述。該報告分析說，中

國日前正當注於取得黃海、臺灣海峽、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區域優勢。在優先順序

的排列中，印度洋列在第二位。該報告直言「中國專注於突破第一島鏈及取得週

邊海域內的主導權，而這也將是我們的利益之所在」。換言之，中國越是被牢牢

地、長時間地束縛在黃海、臺灣海峽、東海和南中國海，對於印度抓住機遇擴大

其對印度洋的優勢地位和控制能力，突現其印度洋戰略來說就越為有利。23這份

報告也成為描述印度「東向政策」最典型的論述。 

印度的「東向政策」可以說相當程度的與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一拍即合，

它們都有著幾個相同的特徵，例如，都是以中國作為其主要針對目標，也皆非對

中國採取直接對抗的戰略，而是企望藉由盟邦或周邊友好國家，對中國進行牽制

的平衡戰略。近年來，印度的「東向政策」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公海航行自由為名，希望涉足於南中國海。例如印度與越南在爭議

海域協議共同開發石油，24並於 2007 年與越南正式發展為戰略合作夥伴，其中

國防安全領域的合作是兩國合作的重點；2007 年 12 月，印、越兩國達成擴大國

防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印度提供越南護衛艦的零組件；2010 年，兩國決定加強

軍事合作關係，共用山地與叢林作戰經驗。2011 年越南海軍總司令訪問印度時，

兩國進一步將合作具體化，包含印度為越南培訓 Su-30 戰機種子教官，並幫助越

南建設現代化大型軍港，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開始幫越南代訓其潛艦部隊，而越

南則同意讓印度艦隊使用南部的芽莊港作為整補基地。25在馬來西亞方面，印度

與馬國在 2006 年達成軍事人員合作協議；2007 年 12 月，印、馬兩國簽署協議，

由馬來西亞提供印度戰機飛行員一些實戰科目的培訓；2008 年 1 月，雙方決定

進一步加強軍事人員的互動交流，由馬國派遣 102 人前往印度接受有關後勤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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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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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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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牧民，〈印度的中國政策－影響因素與形成過程之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期（2013

年），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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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訓科目；2010 年 6 月，兩國海軍在公海實施了為期 4 天的反海盜演習；2011

年 2 月，印度與馬來西亞簽定全面經濟合作協議。另外，在印尼方面，印度與印

尼在 2005 年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07 年 6 月，兩國外長同意加強雙邊戰略

與國防合作領域，並決定共同生產武器裝備。26
  

其次，強化與美、日及東協各國在南海的合作。印度藉由與美國、日本、韓

國、澳大利亞、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國在東亞地區的互動，展開

更積極的軍事交流與合作。2010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印，強調兩國應加強戰略

夥伴關係，期許印度擔負起「與其強國地位相稱的國際責任」，這其中一項即是

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來維護商務暢通、海事安全、航行自由及

和平解決海洋爭端等責任。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印度與日本的接近，及在美國驅

動之下的美、印、日三國在亞太地區及西太平洋的防務合作關係。印度與日本於

2006 年簽訂軍事合作協議；2008 年，印、日簽訂《印日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強

化兩國在確保海上通道安全、防災及反恐等領域的合作；27
 2012 年印、日兩國

首次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演習以「應對中國在印度洋的戰略滲透」為主要想定方

針；而在 2011 至 2012 年間，美、印、日三國先後舉行了兩次的海上安全問題會

談。這不僅使印度由麻六甲海峽得以跨足於日本海，更因為美、印、日三國的防

務合作，對中國形成了北、東、西南合堵的態勢。28
 

第三，藉由印度在南中國海地區的經濟利益，合理化其存在的事實。2010

年，印度國營石油公司（ONGC）決定購買英國石油公司在中、越的南中國海爭

議區內的南昆山氣田的所有股份；2011 年，印度不顧中國的反對，投資開採中、

越爭議的 127、128 油氣區，而另一家印度埃薩（Essar）石油公司也在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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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國學，〈南中國海：印度制衡中國的新戰略牌〉，《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2 期（2012 年），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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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國學，〈南中國海：印度制衡中國的新戰略牌〉，《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2 期（2012 年），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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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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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了越南近海油氣田開採的許可。29
 

從以上幾點我們可以發現，印度的東向政策除了原先改善其經貿發展的目的

外，隨著國力的提升，東向政策也逐漸成為一個制衡中國的戰略方針。藉著與美、

日及東協國家的關係深化，使印度漸漸取得在東亞更多的發言權，也隨著印度的

涉入，讓南海問題上升為國際問題，而不再僅僅是區域爭端，將整個南海局勢更

趨複雜。為因應印度在區域內事務的挑戰，中國勢將投入更大的資源與關注程度

來確保自己在區域的利益與主導權，如果能達到間接影響中國在印度洋布局的目

的，如此，印度也等於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平衡和牽制中國的戰略目標。儘管現

階段印度尚未能在南海乃至於東亞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東向政策中的南中國海

策略卻已然成為一個讓局勢複雜化的一張好牌。 

 

伍、中印在印度洋戰略上的矛盾 

近年來，印度的崛起使得印度逐漸具備了對印度洋實施控制戰略的戰略基礎，

更加深了印度對於控制印度洋的渴望。當印度各界談到所謂的中國威脅，30所關

切的地區已經不僅僅是解放軍在北方邊境的軍事部署，還包括中國對印度洋地區

的擴張行動。而印度對於任何域外國家在印度洋的影響都是排斥的，這其中最受

印度關注的國家即是中國。 

印度擁有長達 6100 餘公里的海岸線，在阿拉伯海及孟加拉灣分佈著 1175 個

島嶼。在印度洋沿岸的 40 多個國家中，印度的國土面積最大、人口最多，更重

要的，是其優異的地理位置，猶如一把突出的劍，直接伸入印度洋的核心。也由

於這種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印度理所當然的將印度洋是為其勢力範圍，將印度

洋視為「印度的印度洋」。31但印度的地理優勢亦同時是它的劣勢，由於三面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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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國學，〈南中國海：印度制衡中國的新戰略牌〉，《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2 期（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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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1078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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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印度一旦失去制海優勢，沿海的地區將無險可守，國家安全將受到嚴重的挑

戰，這說明印度的戰略利益始終與印度洋休戚相關。32
 

隨著兩國經濟快速發展與能源需求激增，中、印兩國在印度洋的矛盾與摩擦

也逐漸白熱化。由於印度洋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礦產資源又以石油與天然氣為

主，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 62%，天然氣儲量的 40%；另外在

戰略金屬方面，錳金屬儲量占世界 85%，釩儲量占世界 60%，鉻儲量占世界 86%，

鈾儲量占世界的 86%，而蘊藏最豐富的鐵儲量居世界第一。這對能源資源極為短

缺的印度來說，更是自己未來發展的基礎與保障，絕不容他人染指。33而對於中

國來說，其 80%的石油進口須經由印度洋來運抵國內，印度洋對中國的重要性絕

不亞於印度。因此，為了確保能源生命線的安全，中國政府近年來不斷在印度洋

沿岸國家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援建，以期為打開前往中東地區的交通與能源通

路。2004 年底，博思顧問公司(Pulse Communications)在 2004 年底為美國國防部

「淨評估辦公室」委託，有關《亞洲能源未來》的研究報告中，首度將中共此戰

略部署稱之為「珍珠鏈戰略」（String of Pearl Strategy）一詞，用來推定中國在印

度洋一系列戰略的概念。34報告指出，中國正努力建設一支遠洋海軍和海下報復

能力以「確保海上通道」，並「正在從中東到南海的海上通道沿線建立戰略關係，

從而顯示保衛其能源利益和實現廣泛安全目標的一種防禦和進攻性態勢」。35目

前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各國的援建計畫包括協助巴基斯坦修建西南方瓜達爾港

（Gwadar Port）工程，投資孟加拉南部吉大港（Chitta port）深水港之興建，重

建斯裡蘭卡南部漢班托特港（Hambantota），緬甸的實兌港基地興建（Sittwe）等

等，另外尚包含租借緬甸外海的可哥群島（Coco Island）設立電子監聽站，其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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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瓜達爾港與吉大港的建設還包括興建從中國境內興建延伸至此地的戰略公路

或鐵路。36中國對保護能源生命線的一連串戰略規劃，使得印度逐漸失去對印度

洋的獨占控制地位。另外，中國在南海一直有所謂的「麻六甲困境」，中國加大

了對印度洋的投射能力後，壓縮了印度原有的優勢，對印度而言，預期在未來也

可能將出現所謂的「荷姆茲困境」。倘若一旦印度封鎖安達曼海或是麻六甲海峽，

中國也可以對進出荷姆茲海峽的印度船隻採取報復措施，這為中國擺脫「麻六甲

困境」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籌碼，37卻也間接強化了印度「東向政策」的推展意念，

加劇了彼此間在對方「後院」的矛盾與競逐。 

 

陸、印度爭取安理會席次問題 

自 1990 年代以來，印度一直積極的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

於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入 21 世紀後，基

於經濟的成長帶動印度的整體國力上揚，加以人口已成長至世界第二位，這使得

印度對於追求名實相符的大國地位以及提升國際影響力有著濃厚的興趣。2005

年聯合國成立 60 週年之際，印度與日本、德國、巴西等國組成一個以爭取進入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宗旨的「四國集團」，希望藉著四國的力量，達成成為常任

理事國的目標，期望能將自身在國際間的定位，能夠提升至相同於中、美、英、

法、俄的同等地位。38實際上，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均認為，印度與日本依其經濟

力與整體國力，應已具備成為未來安理會新任常任理事國的資格，但經過數年的

努力，印度始終無法一償宿願。這其中除了五個大國在國際舞臺的權力競逐因素

外，更包含各國間彼此間南以化解的矛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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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安理會是聯合國最高的決策決策機構，常任理事國的增加，並非僅成

員數字的變化，而是權力結構的變化，等於是國際權力的重整。倘若原先的席次

從 5席增加至 7席甚或至 9席，則原來的中、美、英、法、俄等 5個大國的權力

與責任必然受到壓縮與稀釋。40其次，做為唯一亞洲會籍的常任理事國，中國當

然無意願見到其他亞洲國家分享其聲望及特權。中國表面上多次肯定印度對聯合

國與國際社會的「參與與貢獻」，如在 2005年 4月發表的《中印聯合聲明》中，

中國重申中方理解並支持印度在聯合國和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願意在聯合

國改革進程中進行密切磋商與合作，但卻也是 5國中，唯一未明確表態支持印度

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家。41對中、印兩國而言，雙方皆將對方視為挑戰自

身崛起的競爭者，彼此也都不樂見對方成為擁有與自己相同權力的大國。第三，

印度加入了「四國集團」，將自己與日本綁在一起申請成為常任理事國，必然導

致了中國乃至於亞洲各國的激烈反對；再加上與中國長期友好的巴基斯坦因素，

使得中國在支持印度「入常」的態度上更顯得曖昧消極。第四，在美國宣佈「重

返亞洲」的同時，印度成為美國亟欲拉攏的圍堵幫手。在 2010年 11月 8日，美

國總統歐巴馬在出訪印度時發表宣言稱，「期許安理會改革，納入印度成為常任

理事國」，這等同為印度爭取成為常任理事國作了一個強而有力的背書。42美國

拉攏印度明顯的是針對中國而來，對於一個原本已是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對手，從

而成為協助美國防堵中國的敵人，中國的態度很可能會由消極曖昧，轉而調整為

積極的反對，美國的支持對於印度而言，未必能帶來實質的助益，卻可能讓印度

召來更多的敵人，最後導致中、印間的心結檯面化與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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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印兩國在軍事領域的競爭 

 

自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以來，中、印兩國即不斷的強化邊界防務的軍力

以及軍事佈署的針對性。中國崛起後，為了持續性的經貿發展，中、印兩國不約

而同的分別將視角投向印度洋與南中國海，這使得兩國在軍事領域的競爭關係，

從原本在鄰接邊界上的對峙，轉而延伸向海洋。中、印在軍事領域的競爭從而加

深了兩國的對立與敵視，無可避免的使兩國陷入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由於中、印雙方共同崛起，加上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使得中、印在軍事領域存

在的分歧與摩擦非常顯著。針對兩國在軍事上的競爭關係，將透過以下三個方面

進行分析與探討： 

 

壹、中印的邊界軍事對峙 

中、印兩國在軍事上的對峙，除了在印度洋展開了一連串海軍軍力的較勁外，

另外一個相互間角力的主戰場就是邊界地區。由於兩國領土爭議的問題長期無解，

導致了在邊界地區不時的發生衝突與對峙。2006 年 7 月 1 日，總長度 1956 公里，

平均高度超過 4000 公尺的青藏鐵路全線通車，這樣一個中國國內的交通基礎建

設引發印度強烈的反應，認為中國此舉表面上是緩解青海、西藏高原長久以來的

交通不便，實際上乃是針對印度而來。特別是中國計畫於 2014 年下半年度，將

青藏鐵路由拉薩延伸至日喀則，印度更是憂心中國此舉背後所隱含的軍事效益。

43而長久以來，面對邊界問題印度國內充斥著高度防備中國的心態，例如

1998-2004 年間擔任國防部長的費南德斯（Shri George Fernandes）即曾經多次批

評中國在西藏的政策，在印度完成核子試爆後公開歸因於「中國威脅論」。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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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有較為極端的言論認為「中、印間終有一戰」，例如《印度防衛觀察》（India 

Defense Review, IDR）編輯及資深專家巴拉特‧威爾瑪（Bharat Verma）即曾聲

稱「中國將於 2012 年前對印度發動攻擊」，以樹立中國在區域的霸權地位。44另

外還有包括「防範中國極可能對印度發動一場有限戰爭，以徹底解決邊界僵局」

等鷹派思維，45印度官員以及國內媒體聲稱，2008 年中國有 270 次侵境活動和

2300 次「以挑釁方式實施巡邏任務」46。2011 年 5 月，印度國防部公佈了一份

報告指出，當中、印關係趨於緊張的情勢下，中國有能力在一個月內在其實際控

制線附近部署 34個師，估計超過 50萬人的兵力，而印度僅能部署 9個師的兵力。

47。依據美國民調究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在 2010 年所作的調查顯示，印度人對中

國的好感度為 34%，較之 2009 年下降了 12%，甚至有著高達 40%的受訪者認為

「中國是印度非常嚴重的威脅」。48中、印在邊界上軍事佈署已然陷入了「安全

困境」中。 

青藏鐵路通車後，對中國邊防交通來說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除了方便中國

對於邊防部隊的物資集運，更有利於部隊的換防、調動作業，這對印度的邊防來

說形成了沉重的軍事壓力。為了抗衡中國的青藏鐵路，印度內閣於 2009 年 8 月

批准於「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興建兩條總長度 718 公里的高速公路。

2010 年 2 月，印度決定向「阿魯納恰爾邦」增派兩個步兵師，這與先前的高速

公路興建，其意涵不言可喻。迄至 2012 年 10 月，印度在中、印邊界東段爭議區

域累計部署了兩個軍共逾 21 萬人的陸軍兵力，空軍部分則有 9 個飛行聯隊和一

個短程彈道飛彈營，相較 1960 年代，印軍在西藏邊防的兵力已經成長了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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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遠超出正常防禦的需求。49但是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印度並未因此而擁

有更多的安全感，2011 年 11 月 2 日，印度國防部批准一項耗資約 130 億美元的

軍事現代化計畫，包括至 2017 年間招募約 10 萬名士兵，以部署於中、印邊界，

這項計畫將在兩國邊界新設 4 個軍事單位，包含兩個山區打擊部隊，將主要負責

攻勢的戰鬥任務；而除了大量的兵力進駐外，印度亦引進以色列搜索者 2 型

（Searcher-II）無人機，50做為邊防的偵查與搜索任務，以藉以更精確的觀測解

放軍動態。51另外，依據《亞太防務雜誌》的報導，近年來，為了防範解放軍的

武力進犯，同時加強邊防部隊的火力，印度陸軍不惜大費周章的將射程達 24 公

里的 FH77B 型 155 公釐榴彈砲運送到該地進行部署，以期在未來的山地作戰中

取得優勢。52另外在空軍部分，印度在整個邊界的東、中、西段修建了許多現代

化大型軍用機場，2011 年 10 月 4 日，印度空軍宣佈，為有效嚇阻巴基斯坦及中

國，印度將在拉達克地區中、印邊界興建戰備跑道，並將升級印、巴邊界卡吉爾

地區的簡易機場，53並同時部署了 Su-30MKI、Mirage2000H 等戰機，其中

Su-30MKI 多功能戰機的作戰半徑甚高達 1500 公里以上，足以涵蓋西藏、甘肅、

四川、雲南等省份全境，對中國在西藏地區的空防形成極大的壓迫。54
 

在中國方面，為應對印度逐漸加大的邊防壓力，中國也慢慢的強化其在西南

地區的軍事力量。相較於印度多重於陸軍，也就是傳統軍力的擴張，解放軍在西

藏的部署與發展主要則是針對現代化戰爭的建設，也相對低調許多。依據《漢和

防務》的分析，中國空軍在 2013 年起開始逐步強化在四川及雲南等地的空軍軍

力，多數的民用機場都實施了擴建，成為軍民兩用。其中位於雲南的陸良、蒙自

等軍用機場開始換裝殲-10A 及殲-8II 型戰機；而四川的大足、白寺驛機場更進一

步在擴建當中，這兩個機場更是進駐了 Su-27 以及殲-11 等新式第三代戰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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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拉長戰機滯空的時間，四川的鞏乃空軍基地更可能規劃進駐空中加油機。55在

陸軍部分，儘管囿於中、印兩國邊界地形限制，不大可能出現戰車式戰鬥，但中

國仍在西藏部署了約有 100 輛左右的自製 96A 式戰車。56此外，解放軍陸軍自

2012 年起開始向西藏軍區輸運了新式的輕型坦克，此型坦克研判由 97 式研改而

成，57估計擁有更高的機動性與防禦能力，若全數完成部署，將進一步強化中國

在西藏的重裝甲實力。另外在二砲部隊方面，中國對青海省的二砲中程彈道導彈

部隊在部署上實施全面的調整。據《漢和防務》報導，駐防青海大通的導彈 809

旅已經將自冷戰時期即部署，射程約 7000 公里的 DF4 遠程戰略飛彈，換裝為射

程達 10000 公里以上的 DF31 洲際彈道飛彈；而在新疆的庫爾勒自 2009 年後即

換裝射程約 2700 公里的 DF21C 中程彈道飛彈，研判此部署乃是針對印度而來。

由於庫爾勒市距離新德里僅 1700 公里，如此一來，只要在庫爾勒發射陣地就可

以瞄準南印度主要的導彈基地和 Su-30MKI 戰機機場。58最後是資訊作戰部署，

中國在西藏地區長期設置了監聽基地，近年來更是強化對印度的監聽活動，依據

判讀，在東、西段邊界各至少擁有 2 個監聽站，監聽範圍除了涵蓋各類無線電及

手機通訊，甚至包括電子郵件以及高頻（VHF）通訊系統等，中國在西藏的監聽

作業屬戰略信號情報監聽，研判可直接指向新德里，其監聽重點除了軍事情報外，

甚至含括外交、政治情報，59這為中、印在邊界間的較量取得了先機。 

相較於印度，中國在邊界地區的軍事部署顯得低調而不大張旗鼓。其主要原

因，應有強化和平崛起以及不稱霸的軟性形象意涵在內。較之印度軍力部署的強

烈針對性，中國反而從事較為間接而能達到同樣目的的軍事建設，例如在邊界軍

力部署，中國並未尋求總兵力上的人數優勢，相形之下，印軍的陸、空軍總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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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超過 1960 年代的 3 倍以上，已對解放軍邊防部隊形成局部的優勢。60另外，

為確保情勢升高時的增兵需求，中國並未如印度廣建軍用機場的建設方式，而是

以擴充軍民兩用機場的硬體設施做為預應。這除可看出中國在全球戰略上的深謀

遠慮外，更可見其在軍事上的自信。事實上，中國在沒有印度的協助，甚或在與

新德里沒有密切關係的情況下，已經擠身世界一流強國，可預期的未來甚或可能

挑戰美國獨霸的地位，北京根本就不在乎印度這個國家。61即使當前印度也漸漸

擺出崛起的態勢，中國可能因此修正對印度的態度，將印度視為潛在的大國，但

這與印度所期望的「一流大國」仍是有所差距的，這說明瞭邊界問題雖然是中國

所關注、在意的，但尚未視之為「重中之重」；但對印度來說，邊界問題不但是

「重中之重」，中國這個鄰居更是它最大的威脅所在。 

 

貳、針鋒相對的中印軍力發展 

依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所提出的評估標準，國家資源、國家表現與軍事能力

等，是定義一個強國最重要的幾個關鍵指標。62而這其中，軍事能力更是國力最

直接也最根本的具體呈現。任何一個強國無論其經濟發展如何飛速、國際影響力

多麼深遠，甚或是國家資源多麼的豐沛，都仍然須植基於一個可恃的軍事實力。

特別是中、印兩國在經歷高速的發展後累積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加速現代化國防

建設及強化軍事實力，即成為兩國刻不容緩的國家方略。 

印度的國防建設腳步可謂非常積極，依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

在 2011 年的年度報告中指出，印度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進口國，佔武器出

口市場的 21%。在這其中，印度的武器來源有 82%為俄羅斯所提供，而這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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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器系統中，有 71%為戰機的的採購。63這麼高的軍購比例有兩個最重要的原

因，第一，印度的國防工業與技術尚未臻成熟，部分的武器裝備雖已啟動研發自

製，但仍不足以形成戰力，加上部分諸如戰機發動機等關鍵技術仍未能突破，使

得印度不得不採取軍購的方式來填補國防戰力的空虛；第二，由於存在著中國以

及巴基斯坦這兩個潛在的威脅，使得印度的安全需求極高，因此，為解防務上的

燃眉之急，購買現成的武器系統成為最經濟實惠的方式。印度強化其軍事實力及

現代化國防建設的眼光極為長遠，且面向是全方位的。在對外軍購方面，2009

年，印度與美國波音公司（Boeing）訂購了 8 架 P-8I 海神（Poseidon）反潛巡邏

機，波音公司並於 2011 年 9 月 28 日完成該批反潛機的首飛測試。2011 年 10 月

3 日，印度空軍宣佈，正式朝向擁有真正的航空與太空戰力的方向升級，以迅速

部署全球作能力為其目標。64
2010 年，印度正式與俄羅斯簽訂第 5 代戰機（Fifth 

Generation Fighter Aircraft, FGFA）的合約，印度空軍預計將採購共計 214 架第 5

代戰鬥機，其中 166 架為單座型，48 架為雙座型，雙座型戰機將全部在印度境

內進行組裝，整個採購專案金額高達 250 到 300 億美元。65隔年，印度內閣一批

准了另一項向美國波音公司採購 10 架，總金額 41 億美元的 C-17 戰略運輸機。

而為了另闢美、俄以外軍購的第三條路徑，印度近年來積極與以色列洽談軍事合

作計畫，包括斥資 88 億盧比為印度海軍採購 262 枚閃電（Barrack）防空飛彈，

以及還簽訂了價值 1344 億盧比的合約建造 16 艘反潛艦，以及 150 億盧比採購兩

艘深海救難艦；而同一時間，以色列航太工業公司（IAI）亦與印度航太公司（HAL）

完成 41 架北極星（Polar）先進輕型無人直升機研發合約的簽訂，與以色列的合

作使印度的軍火供應以及技術來源更為多元化。66
 

最值得注意的是，2011 年 11 月 5 日，印度於東部外海成功完成射程 3500

公里的烈火 4 型（Agni-IV）彈道飛彈試射；2012 年 4 月 19 日，印度更完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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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5000 公里的烈火 5 型（Agni-V）洲際飛彈試射，這兩型飛彈的試射前後相隔

僅僅 5 個月，顯示印度在彈道飛彈的研製上已卓然有成。67烈火五型飛彈對印度

軍方來說可謂意義重大，它對印度有著極重要的戰略價值，若將其部署在印度東

部，其 5000 公里的射程將完整涵蓋整個中國大陸乃至於第一島鏈。根據印度的

說法，面對宿敵巴基斯坦，以烈火 2 型（Agni-II）約 2000 公里的射程已綽綽有

餘。其言下之意，烈火 5 型飛彈完全是針對中國而來，而烈火 5 型的成功試射，

代表著印度成為亞洲地區繼中國之後第二個擁有洲際彈道飛彈的國家，其戰略嚇

阻能力將不容小覷，為印度涉足國際事務上增加更多的籌碼。68
 

在中國方面，國防建設現代化一直是解放軍持續耕耘的目標。由連年國防預

算平均二位數百分比成長，以及世界第二的軍事預算規模來看，中國在軍事發展

上的成就更為可觀與傲人。相較於印度自力發展國防上的侷限性，中國的國防建

設方針一直都朝向自主研發方向前進。加以極強的科技複製能力，使得中國絕大

多數的武器裝備都是本國產製，不若印度般處處受制於人。首先是空軍部分，2012

年 10 月 31 日，由中國自行研發的殲-31 原型機完成首次試飛，該型機是繼殲-20

戰機後另一採匿蹤設計的第 5 代戰機，這展現了中國在航空工業的優異技術，而

中國也同時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同時研製兩款第 5 代戰機的國家。殲-31 戰機

採雙垂直尾翅雙發動機設計，機體長度不到 10 公尺，一般研判，該型戰機的綜

合性能將介於美國 F-15 與俄羅斯 MIG-29 間。69另外在海軍部分，2011 年 9 月，

中國海軍運-8 潛（Y-8Q）新式反潛巡邏機完成一連串測試，此型機可搭載超過

10 名乘員，包括飛行員、雷達員、聲納員、搜潛員，以及技術分析、聲納吊放、

武器操作等人員，形成集偵察、分析、攻擊於一身的反潛體系，它的特徵是帶有

長而尖的尾刺，研判是中國新研製的磁測儀，其先進程度可與美國 P-3C 反潛巡

邏機的探測系統媲美。70
2012 年 12 月，俄羅斯軍火出口商「俄羅斯國防出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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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Rosoboronexport）與中國簽署拉達級（Lada class）「阿穆爾-1650」（Amur-1650）

柴電動力潛艦共同研發暨建造的合約，預計建造 4 艘該型艦，此合約的簽署符合

中國對外軍購所經常依循的模式－以技術轉移做為合約簽定的附帶條件，也就是

首批兩艘潛艦於俄羅斯建造，另兩艘則移轉至中國境內建造。該型艦由於配備了

絕氣系統（AIP），潛航能力極佳，推測其靜音程度將較基洛級潛艦安靜 8 倍以

上。2013 年 4 月，中共自德國採購柴油引擎，估計將用於 15 艘新式的元改級攻

擊潛艦的建造。71而俄羅斯以及德國的技術引進，預料將對中國海軍水下戰力提

升有著極大的助益。而面對印度積極組建的航空母艦兵力，中國目前唯一的劣勢

是在航空母艦的操作與運用上，印度有著較多的實戰經驗，由於航空母艦的運用

與操作十分的複雜，包括艦載機聯隊的管理、艦載機的運用以及整個航空母艦戰

鬥群的組建等等，由於印度操作航空母艦已將近 60 年，在管理及實戰上的經驗

將遠較中國為豐富。但由於印度向俄羅斯採購的基輔級航空母艦「高希科夫海軍

上將號」，因為鍋爐運轉不順以及甲板起降長度不足等問題，更是讓交艦時間一

延再延，讓印度海軍遲遲無法形成新的航空母艦戰力。自製的航空母艦「維克蘭

特號」建造進度也嚴重延宕，雖然該艦已於 2013 年 8 月正式下水，但各項子系

統及動力系統均尚未完工，估計要真正形成戰力最快也要到 2020 年以後，72但

由於印度從前使用的是垂直起降的艦載機，新的自製航空母艦印度改以選用滑跳

式甲板航空母艦做為未來航空母艦的操作模式，無形中與亞洲最大的航空母艦對

手－中國，重新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73現階段，中國除了穩健的實施「遼寧號」

的訓練工作，同時亦加速推進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的組建，據《漢和防務》的研

判，第 5、6 艘號稱「中華神盾」的 052C 型驅逐艦已經開始建造，這意味著中

國海軍的「神盾」艦數量已經將與日本海上自衛隊相同，而且很快會超越，7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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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代表著航空母艦戰鬥群將逐艦編成，一旦「遼寧號」航空母艦正式形成戰力，

中國將正式擁有一個具備外、中、內層屏衛的完整航空母艦編隊。較之於印度，

中國的進度是遠遠超前的。 

 

參、印度在印度洋的軍事佈署 

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積約為 7492 萬平方公里，占世界水域面積的 20%

左右，在它的周邊沿岸有 40 多個國家，海岸線漫長，港口眾多，約佔世界海港

總數的 1/9。由於印度洋的地理位置較為封閉，只有麻六甲海峽、霍姆茲海峽、

蘇伊士運河及好望角等少數幾個重要的港口與外界相通，素有「世界之鎖」之稱，

串起世界主要貿易與石油航線。75
 

印度在推行「東向政策」後，其海軍建設成效卓著。在此期間，印度與美國

在 2005 年簽訂《印美 10 年合作防衛框架》；與越南於 2007 年簽訂《印越戰略夥

伴關係聯合宣言》；2008 年與日本簽訂《印日安保聯合宣言》；與東協及新加坡、

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多次洽談麻六甲海峽與西南中國海的安全同題；與美國、

日本、東協國家、澳大利亞等國擴大海上軍事合作。76印度為了加強對印度洋的

控制，近年不斷的強化其海上的實力，海軍艦隊的佈署也都是朝著加深對印度洋

控制的這個方向。現階段印度在印度洋的軍事佈署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是在東印度洋，2001 年 10 月印度在孟加拉灣東部的安達曼－尼科巴群

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的布拉爾（Blair）港設立了遠東海軍司令部。

安達曼－尼科巴群島位於麻六甲海峽的西端，安達曼群島向北，而尼科巴群島則

向南扼守著從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北緯 10°的航道，其戰略定位設定為封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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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麻六甲海峽的船隻。77另外，印度從前所採的海軍軍力部署「重西輕東」，

但在推行「東向政策」後，印度調整海軍艦隊的部署，加強海軍整體軍力，將其

所有的 5 艘拉其普特級（Rajput Class）驅逐艦均劃歸東部司令部指揮，並決定印

度海軍新增的艦艇與海軍航空兵力優先提供東部艦隊。2005 年東部司令部主作

戰艦艇僅有 30 艘，至 2011 年擴增為 50 艘，主力艦艇包括 5 艘拉其普特級驅逐

艦、1 艘塔爾瓦爾級護衛艦、3 艘希瓦利克級（Shivalik Class）護衛艦和 1 艘辛

杜格霍斯級潛艦。印度政府甚至計畫將西部艦隊的現役旗艦維拉特號航空母艦移

編至東部艦隊；在東部艦隊母港維薩卡派特南港以南 50 公里新建專用軍港，並

使新建港口成為東部艦隊的未來中樞和印度核潛艦的母港。78因為印度認為，唯

有建立一支「藍水海軍」，才有可能維護印度向海洋發展的經濟利益。加上來自

海上的挑戰日益嚴峻，使得印度戰略重心更加明顯得傾向海洋。在面對中國崛起

後逐步跨足於印度洋的傾向，印度致力於鄰近海域的有效控制，更要保持軍事上

的絕對優勢，力求透過核嚇阻的手段，阻止中國向印度洋持續的滲透，79以確保

未來中、印兩國在印度洋發生利益衝突時能夠佔有戰略上的優勢。 

第二是在西印度洋，由於印度對於石油能源有著高度的依存度，故西印度洋

對於印度而言可謂經濟生命線，為了加強對阿拉伯海的控制，2005 年 5 月印度

在其西海岸卡達姆巴（Kadamba）港開始興建亞洲最大的軍港。80近年來，印度

大力推行「印度洋控制戰略」，將印度洋劃分為「完全控制區」、「中等控制區」

和「軟控制區」三個戰略區域。印度的「完全控制區」包括兩大塊，一是東部是

孟加拉灣海域，二是西部的阿拉伯海海域。在東部海域，由於沿岸國家相對弱小，

加之多年苦心經營，印度已構建了比較完整的基地體系，基本實現了對孟加拉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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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而在阿拉伯海海域，由於巴基斯坦的存在，印度海軍力量的擴展一直受

到了某種程度的壓制。卡達姆巳基地建成後，特別是未來兩艘航空母艦的進駐，

印度海軍在這一地區的戰略能力將得到大幅增強，對進而實現控制整個印度洋的

戰略企圖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81
 

第三則是在西南印度洋，2006 年初印度在馬達加斯加北部一個島嶼上建立

一個情報蒐集站，大幅的提升印度對於非洲各國的海上監控能力。2007 年印度

又租借模裡西斯（Mauritius）的阿加萊加群島（Agalega Island），做為印度在西

南印度洋的前進基地。該島嶼可以說擁有阻斷該條交通線的能力，對於印度的對

手來說，印度在阿加萊加群島的存在將有如芒刺在背。由於中國在非洲有著龐大

的原物料需求，更同時是中國商品的龐大銷售市場，因此，印度在該島的佈署將

對中國有著極嚴重的威脅。82
  

根據美國全球安全網（globalsecurity.org）所編之《印度海軍》統計，印度

現有的海軍擁有 5 萬 8 千餘人，其中尚包含了航空兵以及陸戰隊兵力。各型作戰

艦艇超過 155 艘，其中最受矚目的即是印度的航空母艦兵力以及未來的航空母艦

計畫。83當前印度海軍擁有 1 艘 2400 噸級的輕型航空母艦「維拉特」號，可搭

載 12 架 AV-8B 海鵟式戰機及 7 架反潛直升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操作現役航空

母艦的國家之一。另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印度也著手發展自製的航空母艦。據

統計，2012 年印度海軍預算達國防總支出的 19%，印度更宣佈自 2013 至 2018

年，印度將投入約 247 億美元以採購先進的航空母艦與潛艦。84
2013 年 8 月 12

日，印度宣佈建造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這標誌著印度國防工業的突飛猛進，被

視為現代化國防的象徵，也讓一直有著大國夢的印度在國際上揚眉吐氣。85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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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印度與俄羅斯購買了一艘基輔級的航空母艦「高希科夫海軍上將」號，

該艦排水量達 44,000 噸，可佈署約 30 架 MIG-29K 戰機，以及 6 架 Ka-27 反潛

直升機，雖然該艦在幾次的海試中均未達交艦標準，但一般預測，該艦估計於

2015 年將進入印度海軍加入戰鬥序列。86
 除了航空母艦外，印度於 2012 年向俄

羅斯租借阿庫拉級（俄羅斯稱 971 級）核動力攻擊潛艦，該型艦租期 10 年，使

得印度成為繼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中國後，第 6 個擁有核子潛艦的成員。

依照該型艦優異的潛航與水下蟄伏能力，預料將成為中國跨足印度洋的一大隱憂。

此外，印度亦已開始著手研發自製殲敵者級（Arihant）核動力潛艦，該艦將能攜

帶彈道飛彈實施核嚇阻，被視為印度「戰略鐵三角」極重要的一環，估計該型艦

將於每兩年建造 1 艘並加入服役，其首艘艦已於 2012 年完成海試。87
 

印度的「東向」政策有效的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也同時強化了印度在

區域政治與經貿的影響力，尤其是經貿領域，印度藉由「東協加六」的區域合作

機制，預料將成功的整合入整個東亞體制。反觀東亞各國，無不在經貿上依賴中

國，在安全上仰望美國。因此，東南亞各國也普遍歡迎印度的「東向」，期由印

度介入區域事務，以平衡日益強盛的中國影響力。基於能源運輸的安全，中國在

印度洋擁有某種程度上的「核心利益」，這使的中國在強盛後積極整軍經武，全

力發展藍水海軍，包括航空母艦以及珍珠鍊戰略，以確保它在區域內的利益安全

無虞；但相對來說，印度在南海並無所謂的「核心利益」，依據英國石油公司在

2010 年的統計，印度的能源進口管道有 85.1%透過印度洋輸運，88能源的輸運絕

大多數都是在自家的後院進行，在這樣的情勢下，印度佈局於南中國海可以說完

全是針對中國而來。透過印度在整個印度洋的佈局以及推展一波波軍事現代化的

作為來看，印度藉由涉入中國「核心利益」事務來制衡中國已是該國的當然策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12_india_carrier.shtml, accessed March 

25,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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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敏遠，〈印度發展「遠洋海軍」的機會與挑戰〉，《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 期（2013 年），頁

24。 
87

 呂炯昌，〈印積極籌建藍水海軍 防堵中共軍力擴張〉，《青年日報》，102 年 4 月 30 日，版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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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渤，《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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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印兩國在「西進印度洋」與「東向南中國海」的戰略上，必然將產生更

多的衝突與角力，將為兩國長久以來的競爭關係更添一筆矛盾。 

第三節  中國與印度在經貿領域的摩擦 

 

中國崛起後，印度調整了對中國的政策方針，中、印兩國間的經貿往來日益

頻繁，但經貿上的互賴越深，也直接激化了兩國在貿易及能源需求上的矛盾關係。

特別是印度為了改善對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設下了重重的貿易壁壘，89加劇了

兩國在經貿領域的摩擦。此外，由於經貿的飛速成長，中國與印度對於能源的需

求與日俱增，使得海外的能源探採成為兩國競爭關係的另一個新戰場。 

 

壹、貿易保護主義 

中國崛起後，中、印貿易發展迅速，但並未在各層面順利開展。印度對中國

進口的商品的核准以及企業投資長期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並且頻繁的採取投資審

查和反傾銷等保護措施。90實際上，在所謂「金磚四國」中，印度的開放程度是

最低的，且對於進口貨物和服務的保護程度遠高於其他 3 國。特別是在全球受到

金融海嘯席捲過後，印度為加大對本國產業的保護程度，更是頻頻與中國發生貿

易摩擦，91甚至在中國加入 WTO 以後，印度也因日漸攀升的貿易逆差，使得印

度國內對於中國出口製品採取越來越頻繁的反傾銷調查，也同時造成兩國自由貿

易區的洽談一再擱淺。另一方面，由於印度對中國的出口政策充滿了疑慮，也就

                                                 
89

 遭遇貿易壁壘 四川絲產品出口大幅下滑，中國經濟網，

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304/03/t20130403_207702.s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1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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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hyxx/jidian/201403/20140300508116.shtml, accessed March 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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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立，〈中印貿易摩擦現況、原因及對策建議〉，《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3 期（2008 年），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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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未肯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92甚至在 2001 年公開宣佈中國為非市場經

濟國家。加之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人口是世界上唯一超越自己的國家，並認為

中國許多至印度投資的國有企業，乃是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羽蔭下與一般

民營企業競爭，因此採取了許多貿易保護措施。93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僅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2 月，短短不到半年的期間，印度即對中國出口商品進行了

17 起貿易救濟調查，金額估計達 15 億美元。此外，印度還對中國鋼鐵、化工、

紡織等產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並宣佈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為期六個月。而印

度政府一直未就頒佈此禁令的原因表態。2012 年 9 月，繼美國、歐盟對中國太

陽能產業進行反傾銷調查後，印度亦宣稱收到產業界對於中國太陽能電池板反傾

銷調查的申請，為中、印在貿易上的摩擦再加添了一項負面因素。94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印度政府將這項進口禁令發布的主要原因，歸因

於安全問題，認為懷疑中國玩具鉛含量超標，並含有其他可能有害的化學物質，

當時，中國出產的玩具占據了印度 60％國內玩具市場。另外，2008 年印度對中

國鐵礦石出口占印度鐵礦石出口總額近 93%，占對中國出口總額的 49.5%，當時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加上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建築業陷入低迷，鋼材

價格走低，中國也正處於對之前建立的大量庫存的消化期，因此對進口鐵礦石的

需求大幅下降。而中國對印度鐵礦石需求的調整，竟造成印度進口額同比下降了

49.3%，95這讓印度與中國貿易出現歷史性的逆差並且不斷攀升。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6 年，印度在中印貿易中首次出現高達 40 億美元

的逆差；2007 年升高至 152.8 億美元；2008 年為 208.9 億美元；2009 年略降為

189.3 美元；2010 年重新躍升至 207.5 億美元；到了 2011 年，印度對中國的貿易

逆差約達 240 億美元之譜，與中國的貿易因為印度對製成品的需求，因而使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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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干城，《中印關係現狀、趨勢、應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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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96也由於中、印兩國在貿易的不平衡，讓本來就

不對等的競爭關係更加失衡。2013 年 4 月，印度為保護該國的蠶絲業，將生絲

的進口關稅從 5%增加至 15%。此次關稅的提高，對以對印出口達 90%以上份額

的四川蠶絲企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面對印度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絲類商

品企業只能調整營運的方針，以深入加工、自主品牌的產品轉進軍歐美市場。

97
2014 年，中國已是印度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及第一大進口國，而中國卻僅為印度

第三大出口國，98這使得貿易摩擦即使嚴重，卻對中國影響不大，反到是印度受

傷甚深，從而更加加劇了中、印在貿易間的嫌隙。 

 

貳、能源的競爭 

由於印度是一個能源消費大國，且消費增長迅速，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五大能

源消費國。2008 年，印度的一次能源消費量達到了 143.6 萬噸油當量，2009 年

為 148.5 萬噸油當量，比 2008 年增長了 37%，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費量的 3.8%。

估計到了 2025 年，印度將成為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費國，將僅次於美國、中國及

日本。印度 2010 年已探明的石油儲量僅 58 億桶，只佔世界已探明儲量的 0.4%，

最多僅可開採 21 年；天然氣已探明儲量為 38 兆立方公尺，佔世界已探明儲量的

1.7%，最多僅可開採 36 年。儲量的不足直接造成產量的不足，印度 2009 年的石

油產量僅占世界的 0.9%。由於印度對於能源的需求日增，對外依賴性極大，有

學者預測世界幾個主要能源消費國能源供應的不安全指數顯示，隨著印度經濟的

高速發展，其能源將長期處於及不安全的狀態，其不安全指數超過歐洲、美國及

中國，成為僅次於日、韓的能源供應不安全國家。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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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兩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印兩國能源消耗急遽增加。面對此一局勢，

中國與印度在能源領域產生利益衝突與競爭是無法避免的事實。又由於兩國的發

展條件相近，人口數量相仿、境內能源儲量有限、均是發展中國家、對能源需求

若渴......，使得中、印兩國像宿命般成為無可迴避的能源對手。事實上，中、印

兩國已在俄羅斯、非洲、中南美洲甚至緬甸等國開闢了能源的戰場，兩國在世界

能源市場上競爭的態勢已可窺一二。2004 年，中國以 20 億美元的巨額援助作為

代價，從印度手中搶下了安哥拉的能源合作項目。100
2005 年 8 月，在併購哈薩

克第三大石油商 PK 公司時，為了擊退印度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ONGC）和米

塔爾鋼鐵集團的聯合叫價，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竟須以 41.8 億美元的

巨額報價始得以完成併購作業。同年 9 月，中、印間又為了北美石油商 ENCANA

在厄瓜多境內的油田開採權再度對上，最後印度公司因無法保證油田不受厄瓜多

政府干涉及掌控而撤回收購計畫，中國公司以 14 億美元的價格完成收購。在這

一系列收購戰中，雖然中方勝多敗少，中、印雙方卻也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印

度石油公司鎩羽而歸，中國公司卻不得不支付大筆的美金來兌現被競爭抬高的價

格。101
2006 年印度在位於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的一項油氣開採招標作業中，更是明確的將中國公司給排除在外。102
2011 年 10

月 12 日，越南國家主席張晉率團訪問印度，兩國就南海油氣開發進行協商，並

協議擴大在南海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合作，當日越南國家石油集團（Petro 

Vietnam）和印度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簽署了一份長達 3 年的開採協議。印度政

府不理會中國的強烈反對，堅持與越南在中國向視為「核心利益」的南海海域共

同能源開採，這之中除了經濟利益考量外，更包含了地緣政治利益及權力平衡思

維，與利益攸關的國家深化合作關係，以期抵銷中國在印度洋的影響力。10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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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間的能源競爭除了國家戰略需求的考量外，當然亦免不了受到國際政治局勢的

影響。由於印度對天然氣的需求逐年攀升，而緊鄰南亞地區的伊朗能源儲量豐沛，

但因國際間長期的制裁，使得伊朗的能源產量並不高。當兩國競相在國際間開闢

新油源的的同時，伊朗即成為印度關注的一個新目標。2011 年，印度為能在與

中國能源競爭中超越中國，選擇與伊朗進行橫跨伊朗、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天然氣

管線鋪設合作。但由於美國認為，該合作案若成功將大幅緩解伊朗得國內經濟困

境，並且產生連鎖效應，讓各國均仿效印、伊合作模式，開始對伊朗進行投資，

如此，美國的制裁作為就將毫無意義了。因此，美國多次的施加壓力，以阻撓印、

伊的合作方案，印度在權衡與美、伊兩國關係重要性後，只得不斷的拖延與伊朗

的合作案。對於印度的拖延，伊朗與巴基斯坦轉而力邀中國加入，以取代猶豫不

決的印度，這使得印度在這一波的能源競逐因大國的博弈與角力而敗下陣來。104
 

除此之外，近年來非洲地區也成為中、印在能（資）源競爭的戰場。長期以

來，非洲在傳統上一直是中國能源進口一個重要供應來源，但在印度緊隨著中國

崛起後，印度也積極在非洲插旗。除了與蘇丹、奈及利亞、烏干達等國達成 3

億美元的投資協議外，也與中國第 5 大能源供應國安哥拉簽署了開採以及冶煉工

程協議。105其它如蘇丹、利比亞、加彭共和國，印度石油公司也先後獲得了天然

氣及油田的開採權。2009 年，中國透過與安哥拉政府交涉，以 20 億美元援助的

代價，硬是擠下印度國營天然氣公司 ONGC，將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

在該國的油田開採權搶到手，106讓中、印在能源領域的競爭更加白熱化。 

 

第四節  由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矛盾看中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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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由於美、俄兩極對抗的世界體系崩解，即使仍不乏區域性的衝

突，但世界大戰的機率已經大幅下降，傳統安全領域（政治、軍事等）的重要性

也隨之降低，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要性卻與日俱增。而隨著地球暖化以及能（資）

源的日益匱乏，使幾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議題日益突出，諸如北極冰融造成未開

採能源的競奪及新航道的暢通；地球暖化造成的天候異常，讓水資源成為繼石油

之後，本世紀最重要的國家資產；另外，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日，廣泛應用於科

技生產的稀土礦成為了大國高科技發展的戰略資源。可以說，非傳統安全領域的

重要性已經逐漸凌駕甚或超越傳統安全在國家安全中所佔有的比重。在非傳統安

全領域競爭中，中、印兩國在北極資源、水資源以及稀土資源的競爭關係有增無

減，因此，本節的重點將針對前述的幾個領域，做為探討的主軸。 

 

壹、北極資源競奪 

由於全球暖化造成的氣候變遷正迅速的改變北極地區地理環境，近 100 年來，

北極的升溫現象幾乎是世界平均值的兩倍之多。自 1978 年以來，北極的年平均

海冰面積以每 10 年 2.7%的速度消融。做為一個開發中國家更是崛起中的大國，

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積極的向外伸展它的觸角，除了拓展自身的安全空間外，更包

括了戰略與利益的考量，當然，也是尋求在國際舞臺上擁有更大的權力與影響力。

北極的融冰現象使得「北極航道」的開通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成為事實，一旦北極

航道開通，除了將為世界輸運航道提供了一個新選項，並將重塑世界戰略格局，

107崛起後的中國絕不可能在這個舞臺上缺席。 

北極對中國而言雖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深度仰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不可

能不被「縮短航運里程，降低輸運成本」這樣一個誘因所吸引，因此，崛起後的

中國對於北極當然也是躍躍欲試。對中國而言，北極的戰略意義可分為能（資）

源部分以及「北極航道」的開通等兩個面向。在能（資）源部分，北極在北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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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俊元，《北極地緣政治與中國應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0 年），頁 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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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尚蘊藏有 500 億桶的可採原油及 8 兆立方公尺的天然氣，這尚不包含未探明的

蘊藏量；在煤炭部分，北極地區不但儲量十分豐沛，光是阿拉斯加以及俄羅斯的

西伯利亞煤礦儲量即將近世界的 18%；在礦產部分，北極不僅擁有豐富的鐵、銅、

鎳、金等重要工業原料，更蘊藏有鈾、鈽及稀土等重要戰略礦產。108另外在「北

極航道」的開通部分，據統計，如果中國利用北極航道實施出口輸運，將大幅縮

短抵達歐洲及北美洲的距離。若經所謂的「東北航道」抵達歐洲的距離，最多可

較之經由紅海和地中海的航道省下 55%的航程；而若由中國東部沿海港口通過所

謂的「西北航道」到達北美東岸的航程，比目前航經巴拿馬運河的航程縮短

2000-3500 浬，如果北極航道全面開通，可望為中國的貿易成本節省 533-1274 億

美元。109（如圖 3-4） 

中國在北極的動作頻繁，參與程度也越來越深。2003 年首度派科考船「雪

龍號」前往北極；2004 年在挪威斯瓦巴群島（Svalbard）建首個科學考察站；2007

年北極理事會臨時觀察員，同時第二度派「雪龍號」前往北極；2008 年在斯匹

次卑爾根群島（Spitsbergen）附近新建科考站；2010年 1月大陸駐挪威大使唐國

強於挪威參加「北極邊境會議」，表示希望參與北極事務。2012年「雪龍號」完

成第 5次北極考察與科研之行，同年又透過中坤集團租下冰島的土地從事開發。

110
2013年 5月 15日，北極理事會部長級會議在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納宣佈，接受

中國成為理事會正式觀察員。於此同時，印度也正以同樣的目光關注著北極。據

印度媒體 2008年 4月 15日報導，印度海軍探險組 4月 9日首次成功遠征北極，

成為印度第一個遠征北極的群體。印度海軍小組成功遠征北極，也象徵著印度對

於北極有著極大的興趣。111除此之外，印度還在挪威斯瓦巴群島設置了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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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派遣研究員常駐北極進行研究，這也讓印度得以在 2013 年與中國同時成為

北極理事會的常任觀察員，112中、印間在北極的競爭正式浮上檯面。 

 
 

圖 3-4：北極航道與蘇伊士運河航道比較 

 

資料來源：北極海冰縮減 威脅中國氣候，鉅亨網新聞，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31222/KHC34G52TU5JA.shtml, accessed March 

23, 2014. 

 

而基於以下幾個理由，印度亦可謂虎視眈眈的覬覦著北極。第一，基於能源

政策上的需要。印度由於極依賴能源的進口，因此，能源的穩定供給必不可少，

為了讓能源供給保持穩定，印度不僅要確保數量，還必須提高來源的多樣性。而

北極的豐富蘊藏，讓印度對它產生了興趣。第二，源於外交上的平衡與需求。由

於印度與中國的競爭，並與俄羅斯的長期友好，這使得印度將目光投向了北極地

區。印度與俄羅斯在能源開發方面已開始進行合作，並參與了俄羅斯境內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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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為何要關注遙遠的北冰洋，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2013/0709/c348883-22127567-2.html, accessed March 2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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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開發，對於俄羅斯而言，印度是其開發能源的買家，出於同樣的理由，俄羅斯

在中亞地區也在促動印度積極參與相關事務。在北極地區，印度國有企業很有可

能參與俄羅斯計劃的海底石油及天然氣開發。又由於中、印間在能源上的競逐，

與大國合作開發，將為印度省下大量的競爭成本。更何況在中國開始對北冰洋的

能源開發表現出強烈關注的今天，印度就更不能無動於衷。最後，北極地區的冰

層融化後，印度洋航線的重要性也許會下降。113首先是海上交通線的問題，如果

通過北冰洋的船隻增多，那麼通過印度洋的船可能會減少。若是如此，那麼相對

而言，印度洋航線的重要性便會下降。印度洋航線的重要性下降後，印度在地緣

上的重要性也將下降，這讓印度產生了防範與警惕。 

 

貳、水資源競爭 

近年來，中、印兩國關係除了受到領土問題的制約，一些非傳統安全領域的

問題也逐漸的浮現出來，這其中，水資源的分配與利用正是兩國間新的衝突所在。

前世界銀行副行長伊斯梅爾‧薩拉傑丁（Isamel Serageldin）就曾於 1995 年即預

言：「水源，將是引爆 21 世紀戰爭的引信」。114儘管水資源一直皆非引爆世界戰

爭最主要和唯一的因素，但水資源問題只要和宗教、種族、領土紛爭或是民族仇

恨等因素攙和在一起時，它卻能加速的惡化局勢。115以印度為例，印度的水資源

僅佔世界的 4%，但卻需要供應世界 17%強的人口。預估至 2050 年，印度的年

耗水量將大幅激增，由現在的 6340 億立方公尺，增加至 1.18 兆立方公尺，而 40

年後，印度可供應飲用的人均水量將遠不及 2001 年的 50%。116由於普遍性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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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使得印度對於水資源的保護或是開發一直極為重視。 

中國崛起後經濟高速的發展，使得對於水資源的需求量激增，中國政府也逐

漸擴大對於境內的水資源開發，據統計，整體開發利用率已經高達 19%，為世界

各國平均值的 3 倍之高。由於南亞及東南亞多國境內的主河流多自中國發源，位

居上游的中國在水資源的開發上也因而與周邊國家產生許多爭端，這其中又以印

度對中國的水資源開發政策反應最為強烈。2009 年 3 月，中國宣佈在雅魯藏布

江上游修建 6 座非調節式水庫發電站，印度政府與媒體對此採大篇幅的指責，並

將此問題上綱成「中國威脅論」。117
 2010 年 11 月，中國宣佈將於雅魯藏布江實

施截流工程，以闢建位元元於西藏的藏木水力發電站主體工程。這一工程引起印

度的強烈抗議，認為如果中國在中印關係不睦時機，刻意於雅魯藏布江築壩蓄水

或是洩洪，都將對印度構成安全上的威脅。從某種意義上說，藏木水電站就像中

國安置在印度頭上的一顆水炸彈。118印度表示，如果中國在雅魯藏布江上游修築

水壩，將威脅到印度包括阿薩姆邦在內一共 7 個地區的水源供應，喜馬拉雅山水

源將成為中、印新的爭議點。119近年來，中國在西藏重點建設「空、陸、水」等

三大重點：利用興建那曲機場，建設青藏鐵路及墨脫公路，開發「一江兩河」（雅

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的水資源，以期能更有效的掌控及治理西藏。新德

里方面為此決定向「阿魯納恰爾邦」增派兩個山地步兵師，總兵力高達 3 萬人。

120除此之外，印度國防部還在 Tezpur 以及 Chabua 等兩個空軍基地佈署了作戰半

徑足以涵蓋西藏、甘肅乃至四川、雲南等省份的 Su-30MKI 戰機，以及在距離中、

印邊界 494 公里的 Gwalior 機場，駐防 Mirage-2000H 戰鬥轟炸機，可謂針對性

十足。121此外，印度國內媒體對於中國實施的「南水北調」工程亦大加撻伐，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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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中國自雅魯藏布江取水將嚴重影響印度人民的生計。但事實上，中國「南水北

調」工程的西線計畫，實際上是從長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礱江、大渡河等三條中

國境內的河流取水，與雅魯藏布江並無關聯，122這足見中、印兩國間在水資源問

題上毫無共識，意見更是分歧，從而惡化了兩國間的外交與政治關係。 

進入 21 世紀後，水資源問題已經演變為一個影響中國周邊關係與安全環境

的重要問題，更是考驗著中國的水資源外交能力。當中國因應國內飛速發展經濟

與貿易的同時，新闢建的水資源工程引發與周邊國家的爭端與齟齬，甚至在鄰近

的數國間在水議題上，產生了串連抗中的現象，這使中國對於周邊地區的軟實力

不斷的下降，影響中國的周邊安全。123
 

 

參、稀土資源的博弈 

隨著世界大國對能源資源消耗呈等比級數增長，廣泛應用於科技生產的稀土

礦成為了大國高科技發展的戰略資源。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 23％稀土儲量

供應了 90％的世界市場。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稀土對外政策有了重大的轉變，

也就是透過出口配額和產業整合政策，使稀土這樣的戰略性資源得以有效的管制，

更直接促使國際稀土價格逐漸上揚。中國在稀土政策轉變，使得高度依賴中國稀

土出口的發達國家對中國頻頻施壓，希望迫使中國妥協。中國面對這一國際局勢，

除加強出口控制外，同時更將稀土轉換為國與國博弈的籌碼，以確保中國稀土控

制上的優勢地位。124鄧小平曾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一定要把稀土的

事情辦好」。125在科學界所界定的 35 個戰略元素和 26 個高技術元素中，稀土元

素就占了其中的 16 個。日本國際未來科學研究所的代表浜田和幸曾經說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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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金翠，〈應對水資源爭端：中印策略的博弈論分析〉，《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4 期（2010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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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斐，〈水資源外交：中國周邊安全構建新議題〉，《學術探索》（昆明），第 4 期（2013 年），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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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中國稀土對外政策與國際博弈〉，《國際問題》（上海），第 4 期（2013 年），頁 84。 
125

 蘇文清，《中國稀土產業經濟分析與政策研究》，（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 年），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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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擁有世界稀土資源的 88％，鋇、鏑和銦的儲量非常豐富，掐住了日、美的咽

喉，日本和美國沒有這些稀有金屬，就無法製造精準導引武器。」126
 

2010 年 9 月 7 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與中國漁船在釣魚台海域發生擦

撞，日本逮捕中國漁船船長，此舉造成中、日兩國關係緊張，127當時中國即利用

稀土做為籌碼，旋即以限制對日稀土出口做為報復。而為了降低並擺脫對中國稀

土的依賴，日本轉而將目標朝向同樣擁有稀土資源的印度。2012 年 11 月 8 日，

印度政府正式同意向日本出口稀土，印度總理辛格亦於 15 日訪問日本，並於 16

日在東京簽署了一份印度向日本出口稀土的備忘錄。依據協議，豐田通商與印度

核能廳的子公司等組建了合資公司，2013 年春季開始生產和出口稀土，如此，

印度每年可向日本出口 4000 噸鑭、鈰和釹等稀土資源，可滿足日本每年稀土需

求的 15%。而印度政府藉著這一波中、日稀土戰爭，藉機要求日本政府提供核能

關鍵技術出口，做為允諾稀土供應的條件。128
 

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稀土生產國，國內也擁有大量的稀土礦藏儲量。根據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印度國有的印度稀土公司當前正在印度東部的奧裡薩邦

（Orissa）建造一個稀土加工廠，該工廠於 2012 年 9 月重新開始運行。該公司曾

在 2004 年中止其稀土開發活動，原因是在價格方面無法與中國競爭。但由於中

國對於稀土出口的管制，使得向日本這類的稀土需求大國開始四處尋覓新的合作

夥伴，而印度這類的稀土開發公司正因於此而重新擁有競爭力。129即使《華盛頓

郵報》網站 10 月 19 日的報導指出，中國對世界稀土市場的控制正在削弱，報導

強調，稀土實際上並不那麼稀有。事實上，在 20 世紀，巴西、印度、美國和南

非都是主要生產國。只不過在 1980 年代，中國決定大規模提高稀土產量並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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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皓、管宏平，〈中國建立稀土戰略儲備制度的國際戰略意義〉，《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石

家莊），第 5 期（2009 年），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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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再發酵，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rczdydxz/, 

accessed March 30, 2014. 
128

 印度同意向日出口稀土 日冀擺脫對中國稀土依賴，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1-09/4315977.shtml, accessed March 3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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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莉莉，〈印度加大稀土產量 欲取代中國地位〉，《中國對外貿易雜誌》（北京），第 11 期（2012

年），頁 72。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rczdyd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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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低價格，從而壟斷了市場。在 2010 年，中國決定將出口配額減少 40%，稀土

價格提高了，突然間令其他國家為節約成本開始再次增加產量。130但一些專家認

為，印度取代中國的計畫斷無可能在近期完成。據統計，印度計畫每年在新廠生

產 1.1 萬噸稀土，即使成功，印度仍將遠遠落後於中國。據美國地質勘探局的資

料，2010 年中國的稀土產量為 13 萬噸。131而不管印度是否有機會在稀土出口市

場超越中國，中、日在釣魚台的衝突可以說引燃了這場資源戰爭，憑藉著世界上

最大的稀土儲量及出口國，逐步的稀土出口配額管制，將是中國未來在此類的戰

略資源的一貫政策，而只要印度在相同的資源上與中國擁有高度的重疊性，一旦

中國的管制措施趨於嚴格時，印度則必然將成為中國最大的競爭者。 

 

小結 

較之於合作關係，中、印兩國的競爭趨向是既明顯而又突出的，而這些競爭

關係的存在，極大的因素乃是源於印度對中國的崛起後的戰略擔憂。儘管自中國

崛起後兩國關係逐漸改善，但在互信不足以及歷史因素的箝制下，使兩國關係的

推展仍受到以下因素所制約：第一，中國崛起後，基於能源與戰略的需求，使中

國必然的將勢力擴張至印度洋，導致兩國在戰略利益上出現衝突。第二，美國宣

布「重返亞洲」，使美、印間頓時成為戰略合作的盟友，對中國形成戰略圍堵的

態勢。第三，中、印兩國曾經的衝突與對立，使印度仍將中國併同於巴基斯坦視

為首要的威脅。第四，中國與巴基斯坦間的關係越是鞏固，就越將形成印度與巴

基斯坦的安全困境。第五，印度認為中國正在擴大和深化與印度鄰國（包括尼泊

爾、斯里蘭卡、不丹、孟加拉和緬甸等）的安全關係，旨在對印度形成另一種圍

堵態勢。第六，印度的崛起逐漸挑戰了中國主導區域事務的影響力。簡單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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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盛頓郵報》網站 10 月 19 日報道：中國對世界稀土市場的控制正在削弱，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japan.xinhuanet.com/jpnews/2012-10/21/c_1319196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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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莉莉，〈印度加大稀土產量 欲取代中國地位〉，《中國對外貿易雜誌》（北京），第 11 期（2012

年），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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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崛起中的大國都需要足夠的空間以提供勢力的擴張，但中國的

崛起明顯而必然的壓縮了印度的勢力範圍，而印度為了生存與發展，導入了其他

大國的勢力，這也讓中國的區域主導權受到挑戰，兩國關係就如同一個注重運動、

養生的人，卻又不斷的吸菸，雖有深化關係的共識，但卻也避免不了長期以來矛

盾與歧見的惡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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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由合作觀點看中印兩國關係 

 

較之於競爭關係，中、印兩國間的合作關係則是自 2003 年後始成為兩國交

往的主軸，這可視為印度開始正視中國崛起這樣一個國際現實。在此之前，即使

仍不乏合作，但受限於歷史以及政治等因素，中國與印度兩國間始終是競爭關係

要較合作關係來的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兩國間雖然是自 2003 年起才朝向深化

友好以及合作的方向前進，但卻能在短短的 10 年間深化合作的領域與面向，不

管是政治、軍事、經貿甚或是非傳統安全領域上。可以說，即使結構性的問題仍

未解決，但攜手合作仍是中、印兩國的默契與共識。 

 

第一節  中印在政治領域的合作 

 

2003 年後，中、印兩國在政治上合作關係開始加溫，對比於其他領域的合

作關係，政治合作是所有合作關係中進展較為顯著的領域之一。除了連年的高層

互訪，另外在區域組織合作、促進邊界和平及外交關係的升溫等，都可視為兩國

在政治領域合作的具體呈現，甚至長期對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也因為中國

崛起而逐漸有了改善的跡象。本節將就中、印間在政治領域不同面向的合作關係

詳細探討。 

 

壹、區域合作 

一、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1985 年 12 月，印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馬爾地夫、巴基斯坦及斯里

蘭卡等 7 國在孟加拉首都達卡通過《南亞區域合作宣言》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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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正式宣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成立（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目前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成員共有 8 個國家（包含阿富

汗），觀察員共9個國家，2006 年中國正式取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觀察員國地位，

並於 2007 年首次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峰會。這是中國在南亞

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突破，顯示中國與南亞國家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

意味著中國開始通過多邊制度的途徑發展與南亞國家的關係。1過去的二十多年，

中國成功地在東南亞、東北亞和中東推行多邊外交。中國取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的觀察員地位，算得上是為中、印的合作創造了一個契機，因為它為中國與印度

在南亞地區的互動，以及區域事務的合作上確立了一個基礎。此外，這代表著中

國在南亞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突破，在幾個觀察員國中，中國是唯一與南亞聯盟

各國毗鄰的，這為中國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創造了更大的優勢。再者，這將為中

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供一個新的空間。在中國崛起後，印度可謂急起直追，在

政治及經貿等領域，兩國考量地緣關係、市場規模及經濟潛力等，遂逐漸深化合

作關係，兩國領導人也認為中印關係已超越雙邊層面而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

2005 年，兩國將雙邊關係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2在政治的意涵上，

中國的加入象徵著一種對立關係的緩解。由於印度長期對中國有著高度的警覺心，

擔憂其擴大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進而取代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獨霸地位。而中國

成為正式觀察員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兩國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一個新的

平臺。3對比於冷戰時期，中國和印度從相互敵對的陣營逐漸和解，並在中國崛

起後共處於一個國際組織內相互合作，做為一個合作媒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將

有助於兩國政治關係的深化或進而外溢到其他領域。 

 

                                                 
1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07。 
2
 張貴洪，〈中國與南亞地區主義：以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例〉，《南亞研究》（北京），第 2 期（2008

年），頁 4。 
3
 張貴洪，〈中國與南亞地區主義：以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例〉，《南亞研究》（北京），第 2 期（2008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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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合作組織 

冷戰結束之後，為因應一個新局勢下的多邊外交關係，中國與吉爾吉斯、哈

薩克、塔吉克、俄羅斯等國開啟了一個新型態的互動模式，而形成了上海合作組

織的前身－「上海五國」。自 1998 年起上海五國的地區論壇機制逐漸朝向地區安

全合作發展，促使五國進一步組成新的地區安全體系，在 2001 年 6 月 15 日，五

國加一（烏茲別克）正式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4除了標榜著深化區域「經濟」

與「安全」的目標，上海合作組織更有著成員國間關係朝向更緊密發展的象徵性

意義。這是中國首次在其境內成立國際性組織，及以其城市命名，秉持著不結盟、

不對抗、不針對協力廠商原則，上海合作組織可以說漸漸擴增其在國際間的影響

力。2002 年 11 月，上海合作組織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與其他國際組織及國家

相互關係臨時方案》，將發展與保持國家和國際組織間的關係，作為該組織的基

本原則與目標之一。在發展對外關係的大原則下，上海合作組織與國際社會積極

的進展多邊關係。時至 2013 年，上海合作組織已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

際紅十字會、歐盟及其他多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5
  

面對這麼一個由中國所主導建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又被西方國家視為「東

方北約」的區域合作關係，6印度對其態度始終是不冷、不熱，或可說是不甚積

極的。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 4 年後，也就是 2005 年 7 月，印度正式成為上海合

作組織的觀察員國。多年來，印度以非該組織正式成員為由，始終保持只派部長

級代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的領袖峰會，成為唯一一個非由國家領導人出席領袖峰

會的國家。2005 年，印度派遣外長辛哈（Yashwant Simha）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第

5 次峰會；2006-2008 年間，印度皆由石油暨天然氣部長迪奧拉（Murli Deora）

出席。儘管印度以非正式成員為由派出部長級代表出席峰會，但此期間印度亦從

                                                 
4
 黃一哲，〈上海合作組織的現況與發展〉，《國防雜誌》，第 3 期（民國 98 年），頁 6。 

5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8。 

6
 上海合作組織是「東方北約」嗎？美國之音網，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co-china-nato-20130912/1748660.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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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員的申請。7
2009 年 6 月 15 至 16 日，上海合作

組織第 9 次峰會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舉行，印度總理辛格

（Manmohan Singh）親自出席，打破其自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以來的慣

例，被視為印度政策方針修正的觀察指標，反映出印度企望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

關係的目標。2009 年 12 月，印度總理辛格出訪俄羅斯，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

俄羅斯明確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正式成員。2010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

麥德維夫（Dmitry Medvedev）訪問印度，再次表示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

的正式成員。8印度在態度上的調整，其主要因素有五： 

第一，相較於印度，巴基斯坦對於加入上海合作組織表現出極高的意願，儘

管印度對於成為正式成員國的意向並不積極，但仍不樂意宿敵巴基斯坦藉助上海

合作組織深化其在區域事務的影響力，進而取得區域戰略的優勢。9第二，作為

一個能源進口大國，基於能源開發、合作的需求，促使印度迫切的企望改善並深

化與中亞國家間的關係，而上海合作組織正好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平臺。第三，印

度長期存在著各種恐怖組織攻擊的隱患，以印度最大的恐怖組織納薩爾派

（Naxalites）為例，該組織自 2004 年以來已經發起了約 6000 起的暴力事件，在

2010 年的幾個月內即有約 300 多人遭到殺害，據估計，納薩爾派每月造成印度

平均約 35 人左右的死傷，10讓印度政府疲於應付。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即

是以「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安全問題合作做為其核心的宗旨，

印度希望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強化與區域周邊國家間，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

機制。第四，中國崛起後，促使印度重新開始審視與中國的交往方針。相較於從

前兩國在國際間的對抗或是角力，印度意識到，與中國擴展合作關係似乎才符合

印度長遠的國家利益。第五，在上海合作組織這樣一個平臺內，若能與成員國間

深化交流更對於應對重大天然災害、打擊恐怖主義及遏制毒品走私等方面有著難

                                                 
7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11。 

8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14。 

9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12。 

10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05。 



93 

以估計的實質效果。2010 年 6 月 10 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領袖於烏茲別克召

開第 10 次元首理事會議，並共同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農業合作協定》

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合作打擊犯罪協定》，11使得中、印與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間進入一個更全面、務實與合作深化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來看，繼印

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後，印度也同意接納中國加入南亞合作聯盟成為正式

觀察員，雖然這其中還是基於國家利益的算計，算不上是投桃報李，但這確實也

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更寬闊的空間。 

 

貳、邊界安寧與和平 

上個世紀 1990 年代以來，中、印關係迭有增長，但限於歷史恩怨，雙方疑

慮頗深，兩國關係難以快速成長。而所謂歷史恩怨，即是兩國在西藏邊界的領土

主權問題。邊界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橫亙在中、印間的一個不確定因素。當兩國

關係冷淡甚至出現摩擦時，邊界問題對於情勢惡化常有助燃的效果，有時候，邊

界問題本身即是一個不定時炸彈，三不五時就會引爆雙方最敏感的神經；而當兩

國朝向合作互惠方向前進時，邊界問題卻又常使得雙方努力在關係加溫以及深化

合作方面進展有限。1962 年邊界戰爭後，中印關係陷入長期冷凍狀態，直到 1976 

年兩國政府才同意恢復中斷 14 年的外交關係，重新恢復大使級別的往來。1988

年印度總理拉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訪問北京時，決定與中國另闢一個談判

工作小組，也就是後來的邊界問題聯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JWG）取

代原來的副部長級會談，並由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與印度外交部秘書佐為該小組的

負責人。該小組自 1988 年至 2005 年間共進行了 15 次會談（如表 4-1）。12
  

 

 

                                                 
11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92。 
12

 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期（2009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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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中印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JWG)談判時程表 

 

資料來源：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 期（2009 年），頁 173。 

印度西藏政策的轉變，可追溯自 2003 年 6 月印度前總理瓦傑帕伊親訪中國

大陸，自此，中、印關係從不冷不熱，逐漸邁向溫水區。2003 年印度總理瓦傑

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期間，兩國政府同意另外設立邊界問題特

別代表會談（Special Representative Meeting, SRM）。迄至 2014 年為止，雙方共

進行了 17 次的會晤。13（如表 4-2）2003 年 6 月，兩國簽署了《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印度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建立「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

重申「願通過平等協商，尋求公正合理以及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以及「在

最終解決前，雙方應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14兩國分別為了在

                                                 
13

 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期（2009

年），頁 174。 
14

 楊值珍。〈冷戰結束以來的中印關係〉，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頁 69。 

名稱 時間 地點 具體成果 

第一回合 1989 年 7 月 北京 在印度總理拉吉夫甘地訪問中國後所舉行之首次談判 

第二回合 1990 年 8-9 月 德里 雙方確立以定期會面方式進行談判之原則 

第三回合 1991 年 5 月 北京 由於印度政府面臨改選，本次會談無具體成果 

第四回合 1992 年 2 月 德里 雙方資深軍事領袖首次列席參與談判 

第五回合 1992 年 10 月 北京 雙方同意未來增加會談之頻率 

第六回合 1993 年 6 月 德里 
聯合工作小組同意雙方政府減少在邊界駐軍數 量，並在邊

界增設雙方軍事人員之會面點 

第七回合 1994 年 7 月 北京 無具體成果 

第八回合 1995 年 8 月 德里 
雙方同意在 Wangdong 地區裁撤四個軍事據 點，是首次解

除武裝之實際行動 

第九回合 1996 年 10 月 北京 
雙方同意擴大軍事互信機制，並在 Lipulekh  與 

Dichu  兩地增設邊界指揮官會面點 

第十回合 1997 年 8 月 德里 正式執行 1993 年與 1996 年由兩國領導人簽署之協定 

第十一回合 1999 年 4 月 北京 
因印度核武試爆而延遲至 1999 年 4 月舉行；雙方同意繼續

未來會談 

第十二回合 2000 年 4 月 北京 
雙方同意 採取前瞻性立場（forward-looking approach）處理

邊界問題 

第十三回合 2001 年 7 月 北京 坦率交換意見但無具體成果 

第十四回合 2002 年 11 月 德里 
雙方預定交換西側實際控制線之地圖，並安排 印度總理瓦

杰帕伊訪問中國之日程 

第十五回合 2005 年 3 月 北京 確認中國總理溫家寶訪印所簽訂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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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以及錫金獲得更大的利益，相互間皆釋出善意，雙方互有退讓，中共承認錫

金（Sikkim）是印度的領土，以換取印度首次公開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國固有的

領土，以及重申不允許流亡印度的藏人舉行反中國的政治活動。自同年起，兩國

也同意互派邊界問題特別代表，以加速解決邊界問題。15
2003 年後，印度對中國

政策趨於積極，2005 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印度，雙方簽訂了《關於解

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度共和國聯合聲明》，

正式將中印關係由「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略

合作夥伴關係」。2008 年，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國大陸，兩國簽署了《中華人民

共和國與印度共和國關於 21 世紀的共同展望》，內容涵蓋了氣候問題、經貿、外

交、邊境爭端等多個面向。16顯示兩國同意先擱置爭議，發展其他領域的合作關

係。從兩國高層官員的密切互訪，顯示出雙方關係較以往更加密切。 

而邊界問題經過兩國多年的談判，雖無突破性進展，但仍有些成效。兩國訂

定了有關邊界問題的三項協定與一項備忘錄，邊境除了保持相當平靜之外，就是

完成了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以及開放中國大陸的亞東與錫金的納圖拉

山口（Nathula Pass）的邊境貿易。兩國在 1993 年簽署了《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

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寧的協定》和 1996 年簽署了《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

制線地區軍事領域建立信任措施的協定》，用意在避免衝突，改善了兩國邊境地

區的緊張氣氛。2003 年，印度前總理瓦傑帕伊與中共簽署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西藏自治區與印度共和國的錫金邦之間經過納圖拉山口開展邊境貿易的備忘

錄》，兩國之間還就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進行了多次的磋商，並於 2005

年 4 月簽署了《解決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以此作為維持邊界和平與

解決邊界問題的依據與框架。2006 年 7 月 6 日，西藏納圖拉山口開放通關，這

                                                 
15

 徐桂香，〈中印邊界談判之進展－達旺歸屬問題〉，《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4 期（民國 97 年），

頁 3。 
16

 徐桂香，〈中印邊界談判之進展－達旺歸屬問題〉，《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4 期（民國 97 年），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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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中印於 1962 年邊界戰爭以來較有突破性的合作。17歷次的邊界問題談判

雖然總是難有突破，但卻也偶有進展。2012 年 1 月，中、印邊界問題中方特別

代表、國務委員戴秉國與印方特別代表、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在新德里舉行中

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 15 次會晤，雙方簽署建立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

的協定；同年 3 月，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首次會議在北京舉行，第

二次會議 11 月在新德里召開。2013 年 6 月，國務委員楊潔篪與印度國家安全顧

問梅農（Shivshankar Menon）在北京針對邊界問題舉行第 16 輪的談判會議。中、

印雙方仍舊重申，將根據雙方達成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努力推進框

架談判進程，尋求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

雙方要共同努力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18
2013 年 4 月 15 日，印度指控解

放軍越過印度喀什米爾拉達克段的暫定邊界，並進入印度認知的領土 19 公里處

搭帳棚崗哨，雙方於營地相隔 300 公尺處對峙，情勢緊張。在雙方的節制與磋商

後，雙方部隊協亦同時後撤，結束了為時約三周的「帳篷對峙」局面，19這也是

自 1986 年中、印邊界東段桑多羅河谷對峙後，兩國再次發生「安營紮寨」的對

抗。20也由於中、印在邊界的「帳篷對峙」事件，促使印度總理辛格於 2013 年

10 月 22 日訪中期間，針對一直是中、印間最大變數的邊界問題，與中國簽署了

「邊防合作協議」，此協議的簽訂被視為有助於兩國邊界和平及穩定。21
 

 

 

 

 

 

                                                 
17

 徐桂香，〈中印邊界談判之進展－達旺歸屬問題〉，《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4 期，（民國 97 年），

頁 9。 
18

 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19

 〈中印同時撤軍 解除帳篷對峙〉，《中國時報》，102 年 5 月 7 日，版 A13。 
20

 〈陸新戰略 擴展兩國經貿合作〉，《聯合報》，102 年 5 月 20 日，版 A3。 
21

 〈印度總理訪中 簽署邊防合作〉，《青年日報》，2013 年 10 月 24 日，版 A5。 

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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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談(SRM)談判時程表 

 

資料來源：陳牧民，〈領土主權與區域安全──中印領土爭議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1 期（2009 年），頁 174，筆者自行整理製表。 

                                                 
22

 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第 13 次會晤，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yinbianjiehuiwu/, accessed June 22, 2014. 
23

 中印再談邊界問題 印度頻向藏南增兵，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1523824, 

accessed June 22, 2014. 
24

 中印第 15 輪中印邊界會談，印度駐中國大使館，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

0, accessed June 22, 2014. 
25

 新一輪中印邊界會談在京舉行，國際在線新聞，

http://gb.cri.cn/42071/2013/06/28/6071s4163988.htm, accessed June 22, 2014. 
26

 中印邊界談判進入深水區，中國評論新聞，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022079, accessed 

June 22, 2014. 

名稱 時間 地點 具體成果或代表性意義 

第一回合 2003年 10月 新德里 
中方代表為副外長戴秉國，印方代表為國家安全顧問 

Brajesh Mishra，為此層級首次會談 

第二回合 2004 年 1 月 北京 在北京釣魚台國賓館舉行，無具體成果 

第三回合 2004 年 7 月 新德里 
印度政黨輪替後首次會談，印方談判代表改為新任國安顧

問 J.N. Dixit 

第四回合 2004年 11月 北京 雙方同意談判進入合作性（cooperative）階段 

第五回合 2005 年 4 月 新德里 印度談判代表改為新任國安顧問 M.K. Narayanan 

第六回合 2005 年 9 月 北京 
雙方宣稱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開始建構解決邊界問題

的框架 

第七回合 2006 年 3 月 新德里 首次將部份會談移至 Kerala 邦之 Kumarakom 舉行 

第八回合 2006 年 3 月 北京／西安 雙方國防部簽署理解備忘錄；安排胡錦濤訪印事宜 

第九回合 2007 年 1 月 新德里 

媒體報導中方提出收回達旺之要求，印度則提議以軟邊界

（soft border）概念（先促進雙方貿易、越界朝聖與人民往

來作為解決邊界問題的第一步），中方並未同意 

第十回合 2007 年 4 月 北京 
中方向印方表示印度對東段領土的態度應該有所調整，並

暗示中俄解決邊界問題的模式不適用於中印 

第十一回合 2007 年 9 月 新德里 媒體報導會談集中在達旺問題；無具體成果 

第十二回合 2008 年 9 月 北京 印方質疑中國部隊在錫金地區的活動；無具體成果 

第十三回合22 2009 年 8 月 新德里 
雙方將就政治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和維護兩國邊境地區和

平安寧事宜深入交換意見 

第十四回合23 2010年 11月 北京 
兩國總理均表示，非常有必要進一步推進 2005 年雙方達成

的共識，但無具體成果 

第十五回合24 2012 年 1 月 新德里 
兩國達成了一項共識，即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與協調

工作機制」，至 2014 年已進行 4 次會面 

第十六回合25 2013 年 6 月 北京 

這是 2013 年 4 月中印兩國發生「帳篷對峙」事件以來「兩

國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談」機制的首次正式運作，兩國代

表均表示雙方願繼續鞏固和加強這一機制 

第十七回合26 2014 年 2 月 新德里 

此次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標誌著中印邊界談判正式進入

了深水區，中印兩國將不得不面對具體的邊界解決方案框

架等問題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hongyinbianjiehuiwu/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kindid=0&docid=101523824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
http://www.indianembassy.org.cn/Chinese/DynamicContentChinese.aspx?MenuId=2&SubMenuId=0
http://gb.cri.cn/42071/2013/06/28/6071s4163988.htm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92&kindid=0&docid=10302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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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後，中、印兩國有意將解決邊界問題的時程加速。中國希望盡速解

決這最後一個與鄰近國家的領土爭議，與印度在邊界問題上的和解，有助於全力

拓展中、印全方位合作關係。對印度而言，除了不斷的擴編邊防部隊，面對中、

印爭議領土的防務問題，印度還需不斷的擴建軍用機場、前進基地以及採購昂貴

的新式戰機。邊界問題的解決，除了能少了一個安全防務上的威脅，使能更專心

致力於對宿敵巴基斯的軍事佈局，國防壓力的減輕將大大降低印度的財政負擔，

省下來的經費可以更有效的發展國內經濟與基礎建設，提升其整體國力。因此，

兩國都有心解決邊界問題，但是兩國複雜國內情勢，使邊界問題卻又非在短期內

可以解決，於是，兩國領導人遂將心思放於如何維持邊界「和平的現狀」，努力

擴展雙邊經貿戰略合作關係。 

 

參、外交領域的合作與進展 

中、印兩國關係在中國崛起後慢慢產生明顯的轉變。由於中國的迅速發展，

整體國力出現顯著的增長，除了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著越來越關鍵的影響力外，更

主導著區域內事務的發展。自 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的破冰之旅，一直

至 2003 年 6 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中，這段期間內中、印間一直維持著不冷不

熱的「冷和平」關係，一方面出於糾葛的歷史因素，另一方面則是展現出兩國在

競爭下的一種必然。對於中國這個茁壯而日顯巨大的強鄰，印度面臨著繼續以對

抗、競爭作為共處的基調，抑或是以合作取代兩國間摩擦的兩個選項，前者無疑

將使印度深陷國力競賽的「安全困境」之中，除了增加國家發展的成本外，在可

預期的未來亦將完全的拖垮印度經濟。而印度在審度國際情勢以及國家發展的大

戰略後，選擇以更為務實的策略來修補與中國這個鄰居的關係。因此，在中國崛

起後，兩國高層的互訪與接觸呈現出更為頻繁的趨勢。 

2000 年，印度總統出訪中國，雙方重申彼此互不構成威脅。2001 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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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朱鎔基訪問印度，為中、印關係的改善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2003 年印

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兩國簽署了《中印關係原則

和全面合作宣言》。2004 年 11 月 23 日，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受邀訪印，會見了

前總理瓦傑帕伊以及國會議長喬許（Manohar Joshi）以及外長辛哈（Yashwant 

Simha），高層的互訪使得兩國雙邊互利、合作的關係得以進一步推展。27
2005 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展開南亞四國的訪問行程，在抵達印度時，除了會見總理

辛格（Manmohan Singh）、總統卡拉姆（Abdul Kalam Maraikkayar）、副總統兼聯

邦議院議長謝卡瓦特（Bhairon Shingh Shekhawat）以及國大黨主席甘地（Sonia 

Gandhi），並且在與總理哈辛會談中，溫家寶提出拓展中、印關係的六點建議：

第一，明確政治地位，提升兩國關係水準；第二，拓展雙邊交往,密切協調配合；

第三，深化經貿合作，尋求互利雙贏；第四，擴大文化交流，增進民間往來；第

五，建立安全互信，推動區域合作；第六，推進劃界談判，保持邊境安寧。28更

重要的是，兩國在會談後發表了一項促進雙邊關係、加強經貿合作、深化文化教

育的「聯合聲明」，同時宣佈兩國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並商定 2006 年為「中、印友好年」。29
2006 年 11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

印度，雙方在聯合宣言中提出了發展和充實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十項戰

略」。2008 年 1 月，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國，並於同年 10 月至中國參加歐亞峰

會（Asia-Europe Meeting, ASEM），此後，由總理親自出訪中國已形成印度的慣

例。2010年是中國與印度建交60週年，該年5月，印度總統帕蒂爾（Pratibha Patil）

抵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總統的出訪也象徵著印度對兩國關係的重視度；12 月，

溫家寶總理訪印，兩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公報》。2012 年，

中、印雙方將其定位為「中印友好合作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

                                                 
27

 周祉元，〈析溫家寶訪問印、巴、孟、斯四國之行〉，《展望與探索》，第 9 期（民國 94 年），

頁 114。 
28

 印度駐華大使：溫家寶訪印深化印中利益融合，中國評論新聞，

http://hk.crntt.com/doc/1015/3/6/9/101536984.html?coluid=93&kindid=2786&docid=101536984, 

accessed April 12, 2014. 
29

 國際週刊：中印友好年 龍象共舞 雙贏可期，人民網，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4549/4257472.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http://hk.crntt.com/doc/1015/3/6/9/101536984.html?coluid=93&kindid=2786&docid=101536984
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4549/42574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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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BRICS Summit）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期間，

與辛格總理舉行雙邊會見。2013 年 1 月，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赴印出席金磚國

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其間與辛格總理和國家安全顧問梅農舉行雙邊會見；

3 月，新任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南非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期間會見辛

格總理，中、印關係繼續保持穩定發展態勢。30
2013 年 5 月 19 日，中共總理李

克強出訪印度，針對貿易赤字、邊界衝突、西藏問題和跨境水資源等問題與印度

總理辛格實施廣泛的對談。辛格會後特別強調「中、印兩國是合作夥伴，非競爭

對手，世界有足夠的空間供兩國共同發展」。而李克強除了將與印度簽署經貿、

農業、文化、環保、鐵路、電力及地方交往領域等一系列合作協議，甚至提出打

造「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的構想」。31在 2002 年 9 月後，中、印兩國的外長就曾多

次在聯合國或其他專門安排的場合舉行會晤，就其共同關心的國際和亞太情勢、

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經濟合作等重大議題上進行磋商。2007 年 2 月，兩國外長又

齊聚印度首都新德里，就能源、科技達成強化合作的共識；同時，在伊朗核問題、

北韓問題、東亞合作及上海合作組織等問題上，就化解歧見的面向來說雙方達成

了不小的成果。32兩國領導人的頻繁互訪，對中、印兩國來說，多少有發揮降低

戰略上猜忌的效果，從而增加了兩國在國際合作上的意願。 

 

肆、中印巴關係的改善 

巴基斯坦向來是中、印關係間一個不可控的變數，在中國與印度長久以來的

衝突歷史中，巴基斯坦始終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在冷戰時期，南亞地區形成

了一種的中、美、巴與印、蘇間對抗的局勢。中國崛起後，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在

區域的迅速膨脹的影響力，宣示採行「重返亞洲」的策略，藉由拉攏印度並改善

                                                 
30

 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31

 〈李克強：打造中印緬孟經濟走廊〉，《聯合報》，102 年 5 月 21 日，版 A13。 
32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17。 

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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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來遂行對中國防堵的政策。而即使與美關係的大幅改善，巴

基斯坦卻始終與中國保持著穩固而友好的關係，中、巴關係越是緊密就越是引起

印度的提防與敵視。對中國而言，美國的「重返亞洲」乃是對中國實行「新圍堵」；

而對印度而言，中、巴間的緊密合作也是針對印度而來的一種防範。中、印、巴

三邊關係中，雙邊關係的改善往往會引起另一方的猜忌。隨著中國崛起後，中、

印間關係明顯的趨向緩和，間接的連動至印、巴間關係的改善。 

印、巴間長期以來的仇視與敵對，在中國崛起後反倒成為中、印間合作進程

的一道阻礙。因為惟有和睦的印、巴關係才真正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也從

原先「巴基斯坦的堅實盟友」，慢慢的修正為「兩國調停人」角色。由於中國是

南亞地區的近鄰，擁有世界最龐大的軍隊，也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總體國力

不容忽視。也就是基於這樣的條件下，印、巴兩國間在對抗的過程中，沒有哪一

方是能夠忽略掉中國這個因素的。對印度而言，倘若中國堅決要做為巴基斯坦的

後盾，那麼印度勢必重新思考衝突所要付出的代價，這一點可以從印、巴間衝突

的歷史得到印證；而對巴基斯坦而言，少了中國的奧援，巴基斯坦亦難以挑戰印

度南亞霸主的地位，這可從 1999 年印、巴卡吉爾衝突（Kargil War）獲得證明。

當中國表態不支持巴基斯坦揮兵進入喀什米爾後，巴國隨即將部隊撤出該地區。

33中國崛起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也逐漸的促進了印、巴間關係的改善。 

印、巴間的和平進程始於 2004 年 6 月，迄至 2011 年，雙方進行的四輪對

話。2005 年 10 月南亞大地震後，兩國政府臨時開放了 5 個邊境檢查站，以方便

救災和「實際控制線」兩側的親友探視。尤其是 2008 年 10 月，印巴開啟了喀什

米爾巴控區和印控區的 2 條貿易通道，這是自 1947 年印巴分治以來兩國首次的

創舉。值得關注的是，巴基斯坦已將其駐紮在東部印巴邊界的軍隊大批轉移到西

部巴阿邊界地區。而印度政府也在 2008 年與巴基斯坦進行秘密會談，試圖找出

                                                 
33

 王蘇禮。〈中國對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0 年，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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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辦法。34但印、巴間的雙邊關係並非自此就從此走向友

善和解之路，2008 年印度孟買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印度懷疑巴國情報單位在

背後策動恐怖攻擊，印、巴間的關係一度陷入緊繃。35
2011 年 2 月 10 日，印、

巴官方分別在新德里和伊斯蘭馬巴德宣佈，兩國將在 7 月之前恢復和平談判，巴

基斯坦外長庫雷希（H.E. Makhdoom Shah Mahmood Qureshi）將於 7月訪問印度，

與印度外長克裡希納（S.M. Krishna）就和平進程問題舉行會談。這代表著印巴

關係正一步步走出 2008 年孟買恐怖襲擊案的陰影，即將恢復全面對話進程。5

月 30 日，印、巴兩國重開國防秘書級會談，終於實現了恢復和平對話進程的第

一步。該會談自 2004 年啟動和平進程以來，迄今印度與巴基斯坦已經進行了 4

輪「全面對話」，兩國持續多年的緊張關係明顯得到改善，這是其各自國內政治、

經濟、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現實發展的需要，也與大國尤其是美國推動和談所發揮

的作用有關。36
2012 年 8 月，印度總理辛格與巴基斯坦總統紮爾達里（Asif Ali 

Zardari）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參加會晤；同年 9 月 7 日，印度外交部長前往巴基斯

坦，先後拜會了巴國總統與外長，兩國達成了放寬對簽證限制的共識與協議，這

可謂印、巴間一個超越性的突破。37
2013年5月26日，巴基斯坦總統夏里夫（Nawaz 

Sharif）受邀出席印度新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就職典禮，這是兩國對

峙近 70 年來，巴國總統首次出席印度總理就職大典，兩國關係發展至此可謂達

到頂峰。 

印、巴間關係的改善，除了出於各自國家利益上的算計外，亦可以整理出以

下幾個因素。第一，巴基斯坦的總體軍力雖不如印度，但兩國間的軍備競賽從未

停止，特別是在印度成功試射「烈火-5 型」洲際彈道飛彈後不到一周，38宿敵巴

基斯坦軍方 25 日表示，也成功試射一枚可攜帶核彈頭的沙欣（Shaheen 1-A）中

                                                 
34

 李群英，〈印巴關係緩和現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6 期（2011 年），頁 29。 
35

 李濤，《南亞地區發展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205。 
36

 李群英，〈印巴關係緩和現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6 期（2011 年），頁 30。 
37

 李濤，《南亞地區發展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205-206。 
38

 巴基斯坦試射飛彈 打到印度洋，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WORLD/WOR3/7053071.shtml, accessed April 17, 2014. 

http://udn.com/NEWS/WORLD/WOR3/70530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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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飛彈，射程涵蓋印度全境，39兩國間核子武器的相互嚇阻，已經達到了恐怖平

衡，當兩個國家一旦達到了恐怖平衡，常備軍力懸殊與否已不具意義，這反倒抵

消了彼此在原先軍備競爭下的敵意，使得戰爭發生的機率大為降低。第二，由於

中國的崛起，中、印關係的發展對兩國而言日顯重要，特別是兩國在經貿上的合

作日趨頻繁，過去那種結盟式的對抗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阻力，而為了加快與中

國合作的腳步，印度採取了更為務實的對巴國政策，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中、

巴合作緊密的關係，來取代過去的勢不兩立的立場。第三，印、巴兩國長期以來

敵對所造成的安全困境，已經成為兩國在經濟上的「不可承受之重」，由於巴基

斯坦迫於印度的軍事壓力，不得不將極大一部分國力用於發展軍備。據英國《詹

氏年鑑》統計，巴基斯坦 2010 年國防預算增加了 61.4 億美元，而且從 2007 年

開始平均每年以 10%的速度增加，而巴基斯坦 2011 年 6 月 3 日向議會提交的下

一財政年度總預算約僅 291 億美元，國防預算占到總預算的大約 20%，當年巴經

濟增長率只有 2%，大大的壓縮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印、巴領導人都體悟改善兩

國關係是當務之急。40
 

總體來說，印、巴關係因著中國的崛起而漸漸有了改善的跡象，但由於雙方

的分歧過大，除了在軍事上持續的對峙外，兩國對喀什米爾問題立場亦南轅北轍，

這讓兩國雖然緩步的朝向合作前進，但若要達到關係正常化或是取得重大的突破

亦尚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但可以樂觀的預測，只要中、印間持續基於國家經濟

貿易發展深化雙邊關係，印、巴間的關係就不致於太差，中、巴與中、印關係各

自間的發展也較能夠並行不悖。 

 

第二節  軍事合作下的中國與印度 

 

                                                 
39

 Pakistan test fires nuclear-capable ballistic missile, 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17836625, accessed April 17, 2014. 
40

 李群英，〈印巴關係緩和現狀與前景〉，《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6 期（2011 年），頁 30。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1783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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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中國與印度在各領域間深化合作的趨向，兩國在軍事方面的合作則顯

得進展緩慢而不成比例。一方面源於兩國一直僵滯的邊界問題，造成軍事上必然

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則是自 1962 年邊界戰爭戰敗後，印度國內普遍對中國的敵

視心態，在中國以大國之姿在世界崛起後更加深了其恐懼。但雖然如此，隨著冷

戰的結束以及中國的崛起，兩國在軍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慢慢有了一些進展，

而首先改善與恢復的，就是兩國高層的交流與互訪。 

2003 年 4 月，印度國防部長費南德斯（Shri George Fernandes）訪問中國，

並與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進行了會晤，41這是兩國建交以來印度國防部長首度訪

中，即使在中、印兩國交惡以前，兩國的合作與交流也僅限於外交與經貿領域，

在兩國矛盾尚未化解前，國防部長的到訪，特別是由反中色彩濃厚的費南德斯作

為代表，更顯得意義非凡。同年 11 月，印度派遣了兩艘飛彈驅逐艦及一艘補給

艦，與中國海軍東海艦隊的兩艘主力軍艦，在上海外海與中國海軍舉行海上搜救

聯合軍演，演習的內容除了海上搜救外，另含括了艦艇編隊運動、通信操演，此

次演習雖為兩國首次合作，卻也為兩國海軍日後的軍事演習奠下良好的基礎。

2004 年 3 月，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回訪了印度，這也是中國國防部長第一次出

訪印度，而印度陸軍參謀長亦隨即於 12 月回訪中國，在他訪問中國的同時，促

成了中、印邊防部隊舉行了首次的聯合登山訓練。42
2005 年 5 月，解放軍總參謀

長梁光烈訪印，並與印度海軍參謀長普拉卡什（Arun Prakash）上將會晤，雙方

對南海問題以及海上合作進行深入的討論。是年 11 月，中國海軍舷號 887 的「微

山湖」號補給艦以及舷號 167 的「深圳」號飛彈驅逐艦訪問印度，兩國海軍在印

度科欽軍港，並在印度洋水域實施海上聯合軍演。43
2006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2

日，印度國防部長穆卡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訪問中國，訪問期間參觀

                                                 
41

 徐桂香，〈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4

期（民國 92 年），頁 44。 
42

 曹剛川訪印商邊境問題，文匯報（香港），

http://paper.wenweipo.com/2004/03/30/CH0403300007.htm, accessed April 19, 2014. 
43

 解放軍海軍艦艇編隊出訪南亞三國，新浪網，http://mil.news.sina.com.cn/sz/167cfny/index.shtml, 

accessed April 1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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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京航太指揮控制中心，同時包含蘭州與上海的一些軍事設施與機構，使得中、

印軍事交流進一步向實質性內容深化，這次訪問最重要的意涵，是印方提出了希

望促成兩國進行聯合軍演，兩國還簽署《中印防務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的諒解備

忘錄》，內容包括雙方軍隊深化交流的合作，這也是兩國首次實現了將演習與訓

練、交流、合作的制度化。44
2007 年後，雙方舉行了多次陸軍聯合反恐訓練，兩

國軍方代表團多次互訪。2009 年，印度海軍參謀長梅赫塔（Sureesh Mehta）上

將訪問中國，同時參加中國海軍成立 60 週年慶典活動；印度東部軍區司令庫馬

爾（Ajit Kumar）率領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隨後，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葛振

峰上將和西藏軍區司令員舒玉泰分別率團訪印。2011 年 6 月，印度首次派遣邊

防部隊代表團訪問中國。12 月，中國與印度在新德里進行第 5 次防務與安全磋

商。2012 年 5 月，滿載大聯艦艇學院 300 餘名官兵，舷號 81 的「鄭和」號訓練

艦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由於大連艦艇學院即為中國的海軍軍官學校，所培育的

指揮職軍官都將是未來中國海軍的中堅骨幹，對於深化軍事上友好的印象有著潛

移默化的效果，這也是中國核心的基層軍事幹部搖籃，首次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

而印度海軍也隨後於 6 月，派遣 4 艘艦艇訪問上海做為回應；9 月，中國國務委

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訪問印度。2013 年 1 月，中、印第 6 次防務與安全磋商在

北京舉行；3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率團訪印，針對兩國建立軍

事互信機制的政策方向與印度國防部長進行了充分的討論。7 月，印度國防部長

安東尼（A.K. Anthony）訪問中國，同時還拜會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

了國務委員楊潔篪，45經過兩天的會談，中國和印度起草了一份長期計畫，以逐

漸建立兩軍間的互信。該計畫包括增加邊境爭議地區人員交流的頻率和人數，擴

大軍隊間的直接聯繫。據瞭解，這兩點建議均由印度方面所提出，是對 4 月時中、

印兩國軍隊「帳篷對峙」的直接回應，印度希望通過增加邊境地區人員會晤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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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國防部長訪華 發展對華關係信心之旅，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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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ed April 19, 2014. 
45

 中國同印度的關係，中國新聞網，http://big5.chinanews.com:89/gj/zlk/2014/01-15/72_2.s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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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逐漸縮小兩國在爭議邊境地區的巨大分歧，對此，中國方面給予正面的回應。

46
 

中、印兩國雖然在軍事上的交流尚未全面深化，軍事合作亦僅及於人道支援

及友好互訪層面，攸關防務與指揮協做機制交流等深度軍事合作上，雙方均有默

契的不去觸碰。畢竟，基於觀念上的差異與歷史的延續，使兩國仍避免不了保持

一定程度的防備。特別是在邊界問題上，中、印兩國的軍事佈署都還是充滿了針

對性，例如兩國均積極在包括機場、公路、鐵路、橋樑建設等基礎設施工程建設

加強擴建的速度；又如佈署具針對性的先進戰轟機或增加戰略導彈的佈署數量等。

但大體上來看，兩國目前仍尚且願意在表面的軍事交流上保持友好與熱度，這已

是在矛盾解決前，兩國在軍事上最佳也最靠近的距離。畢竟中、印間在 1962 年

曾經一戰，崛起後的中國在區域內也多少壓縮了印度的戰略空間，這使印度軍方

高層在這些戰略安全問題方面對中國敵意很深，因此，加強雙方軍方高層以及軍

事人員的有效接觸對於緩解雙方的軍事互疑，逐步建立中、印軍事互信發展雖然

極為重要，但這一點卻也是兩國在合作上進展最為遲緩，也最難以加速的一個層

面。 

 

第三節  中印兩國在經貿領域的互助關係 

 

作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印度已經互為重要的

經濟夥伴。中國崛起後，兩國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到了2014年，中國已經成為印

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在2013-2014財政年的前9個月，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達到495

億美元，占印度總貿易額的8.7%。47對中、印兩國而言，深化兩國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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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經貿領域的合作，是符合兩國國家利益的。兩國除了在區域經濟體內共同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外，在能（資）源的合作開發上，基於成本考量，兩國更是有

著強烈的合作動機；而兩國雙邊貿易的特性與產業結構上也有著高度的互補性，

這些都促使中、印兩國不約而同的向彼此靠近。探討中國與印度在經貿領域的合

作關係，可以就以下幾點做深入的分析。 

 

壹、東南亞國家協會 

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內共擁有 19 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近 6 兆美元，貿

易總額達 4.5 兆美元，該自由貿易區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也是繼歐洲

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後，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貿易區。48中國崛起後，成為亞

洲經濟以及市場的火車頭。2001 年 11 月，在汶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與東協領導

人會議上，中國和東協達成共識，一致同意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2

年 11 月，在第六次中國―東協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協 10

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決定到 2010 年建成中國－東協自由

貿易區；2003 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與東協各國更深化了合作關係。這不僅強化

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間對話與合作機制，更代表與各國間相互成為互利互惠的戰

略夥伴。2010 年 1 月 1 日，中國對東協的平均關稅從 9.8%降至 0.1%，東協自由

貿易區成立。49於此同時，中國與韓國、日本以 10 加 3 的模式加入自由貿易區。

2005 年 12 月，在馬來西亞吉隆玻召開的第 1 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宣言中指出期望在涉及共同利益與安全的政經議題上，促成東亞各國更

                                                 
48

 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機遇與挑戰共存，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01/content_12734038.htm, accessed March 28,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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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資料：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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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1/01/content_1273403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31/content_12735266.htm


108 

廣泛的對話機會，東協與中、日、韓、紐、澳、印的東協加 6 架構於是成形。 

東協加六的主要在藉由納入澳洲、紐西蘭和印度的資源及市場，形塑一個更

強大而廣泛的經濟合作架構－「東亞綜合經濟夥伴」（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 CEPEA），以此深化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縮減各國的發

展差距，並使各會員國在未來數十年間享有永續發展所帶來的利益。50現階段東

協加 6 自貿協定規劃於 2015 年前完成，其最主要原因，是配合東協經濟共同體

預定在這一年掛牌成立。倘若東協 10 加 6 啟動後，將能減低東亞對歐美傳統出

口市場的依賴，提振亞洲發展中國家間貿易投資，進一步將全球經濟重心移轉到

亞洲。51這顯示中、印兩國在衝突與矛盾尚未全部化解的此時，尚能夠以較為務

實、前瞻的思維，將爭議暫時擱置，共同的面向兩國最大公約數－經貿發展前進，

藉由經貿上高度的互補性，先後加入區域國際組織，以期藉著經濟為紐帶，深化

經貿合作的層面。 

 

貳、能（資）源開發與合作 

為了確保經濟的快速發展，近年來，中國與印度都同時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確

保能源安全的問題上。也由於兩國多次為了能源問題在國際間惡性競爭，加劇外

交或經濟資源的不必要消耗，使得兩國政府也開始關注在能（資）源上合作的可

能性。52中國與印度雖均屬資源大國，各自也都有產油，但兩國國內石油產量均

趕不上經濟成長需求（參見表 4-3），使得兩國對能源進口需求若渴。 

根據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m, BP）在 2010 年的統計，中國與印度

2009 年的石油產量，相較於 2008 年分別減產了 2.8%及 1.8%，但需求量卻分別

增加了 6.7%及 3.7%， 預估至 2020 年，中國的石油每日需求量將增長至 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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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桶，印度也將達每日 3600 千桶；到了 2035 年中國更將增加至 16900 千桶，印

度則增加至 4700 千桶。53
 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估計，

到了 2020 年中、印兩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分別高達 77%和 92%。54依據印度官

方估算，迄至 2010 年印度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 75%，以每桶石油價格上漲

5 美元為例，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將下滑 0.5%，通貨膨脹率上升 1.4%。換言之，

能源已經成為影響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正如印度總理辛格所言：「能源安

全已經成為僅次於糧食安全的嚴重問題。」55而印度德里大學研究能源安全以及

中國問題的專家馬杜‧巴拉（Madhu Bhalla）亦曾言：「我們把中國看作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國家，雖然中國和印度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但我們必須在某些方面

進行合作。」56
 

 

表4-3：中印兩國石油產量及需求量（2004-2012年）（單位：千桶／日） 

 

資料來源：BP 世界能源統計年鑒 2013 年 6 月，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2012/statistical%20review%20

of%20world%20energy%202013-Chinese.pdf, accessed March 28, 2014. 

 

                                                 
53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61-62。 
54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8。 
55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5。 
56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246。 

   年度 

國家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國 

產量 3,441 3,662 3,720 3,742 3,814 3,805 4,077 4,074 4,155 

需求量 6,738 6,944 7,439 7,823 7,947 8,229 9,272 9,750 10,221 

印度 

產量 819 734 837 809 809 796 873 903 894 

需求量 2,556 2,606 2,737 2,941 3,077 3,237 3,319 3,488 3,652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2012/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3-Chinese.pdf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2012/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3-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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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印兩國在國際能源的激烈競購，造成兩國在能源採購的成本大幅上

升，兩國可以說都沒有討到任何便宜。因此，雙方都認識到對話與合作的重要性。

2005 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印，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宣言》，雙方同意在

節能與能源安全領域進行合作，這包含了兩國可以共同探勘、開採第三國石油及

天然氣資源。57
8 月初，印度一個工作小組訪問了中國，探討與中國國營企業共

同在第三國收購資產。12 月，中石油與印度 ONGC 公司就聯合以 5.78 億美元收

購加拿大最大的的石油公司 Petro-Canada 在敘利亞的油氣田 37%的股份。58
2006

年 1 月，時任印度石油與天然氣部長的艾亞爾（Mani Shankar Aiyar）率領印度

天然氣代表團訪問中國。訪問期間，兩國簽署了 5 份有關加強雙方石油及天然氣

合作的協議，包含了兩國在能源資訊共用、強化能（資）源開發，以及加強在非

傳統油氣資源方面的合作共識，59這促成了同年 8 月，中石化與印度 ONGC 公司

再次合作，以大約 8 億美元的價格，共同收購了哥倫比亞 Omimexde Colombia

公司油田 50%的股權，兩國各持有該公司 25%的股權。60
 

此外，中國與印度在中亞地區的能源合作也有突破性的進展。作為油氣蘊藏

量僅次於中東地區的中亞地區，為中、印兩國長期仰賴海運的原油來源提供了另

一個較為安全的供輸選項，印度甚至將目光投注在裏海能源管道的建設上，印度

石油天然氣公司甚至表示，有意參加中國與哈薩克間石油管道的鋪建。61
2004 年

9 月，印、巴兩國討論了修建從伊朗經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跨國天然氣管道的合作

議案，對印度而言，這個議案最大的窒礙即在於管線必須過境巴基斯坦，使能源

的安全供應有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為此，印度甚至設計了一條避開巴基斯坦以及

阿富汗，而經過中國新疆再至印度的替代路線，對印度而言，考量到中、巴兩國

                                                 
57

 印度概況，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rdzt/content_2406064_4.htm, accessed April 26, 2014. 
58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274。 
59

 印度石油部長訪華前表示中印應加強能源合作，人民網，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42773/4012499.html, accessed April 26, 2014. 
60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275。 
61

 余建華，〈中南亞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國競合〉，《外交評論》（北京），第 5 期（2011 年），頁

22。 

http://www.gov.cn/rdzt/content_2406064_4.htm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42773/4012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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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關係的密切，中國的加入將有助於確保這條管線的能源供輸安全。62
2005 年，

印度舉辦亞洲石油經濟合作部長圓桌會議，邀請中國參加。會議中，亞洲各主要

石油消費國包括中國、印度、南韓及日本一致同意，面對石油溢價與能源安全問

題，將採取一致的應對立場。2006 年 12 月，中、美、印、韓、日五個能源需求

大國的能源部長在北京舉行能源合作會議，共同探討如何維護能源安全以及國際

能源市場的穩定，以期達成多邊的合作而非競爭的關係。63事實上，除了中亞地

區以外，印度也甚為重視中、印、俄三國在能源議題上的合作。2002 年 11 月，

印度學者在中、印、俄三邊學者論壇第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開展三邊能源合

作的建議後，此後三國政府也益加重視能源合作與對話。64
2010 年 11 月，中、

印、俄三國外長在武漢舉行的第 10 次會晤時重申，要確保能源穩定的供應以及

價格的平穩。2011 年，中、印、俄三國甚至提出了 5 個從俄羅斯途經中國再至

印度的輸油管道鋪建的建議方案，這些方案一旦進入實質運作，將建構出世界上

最大的區域能源運輸體系。65正如印度前石油與天然氣部長艾亞爾所說：「中、

印兩國在能源方面是合作大於競爭的」。66
 

除了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外，中、印近年來也開始共同開發印度洋所蘊藏的資

源。由於印度洋以及周邊國家除了擁有大量包括鈦、鋰、錫、鎳、錳等原物料資

源外，更是世界最主要的漁場之一。依據聯合國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估計，印度洋的漁產量從 1950 年的 86.1

萬，到了 2010 年遽增至 1130 萬噸。而即使世界其他海洋漁產量接近枯竭，但印

度洋的一些漁產量仍能夠維持相對豐沛的供應。67而對於印度洋大多數周邊國家

而言，皆尚未具備深海資源開採的能力，這使得擁有開採技術中、印兩國有了合

                                                 
62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287。 
63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28。 
64

 余建華，〈中南亞能源政治博弈中的大國競合〉，《外交評論》（北京），第 5 期（2011 年），頁

23。 
65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308。 
66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310。 
67

 David Michel and Russell Stickler, Indian Ocean Rising: Maritime Security and Policy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July 2012,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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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空間。2003 年 6 月，中國國家海洋局和印度海洋開發部簽署了《中、印兩

國海洋科技諒解備忘錄》，68由兩國各派遣 5 名專家組成海洋合作聯合委員會，

協議在海岸帶綜合管理、海底資源勘探與開發技術、極地科學、海洋能源、天然

氣水合物勘探與開發技術、海洋資源評估、海藻養殖及加工、衛星海洋學以及雙

方同意的海洋科學其它領域進行合作。69這為兩國在海洋科技領域的合作樹立了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參、深化雙邊經貿合作關係 

作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與印度已經互為重要的

經濟夥伴。中國崛起後，兩國經貿關係迅速發展，合作領域也不斷外擴，除了雙

邊直接投資總額逐年增加外，兩國在電信、資訊、醫療、生技及軟體領域上的雙

項投資更是顯著。70對兩國而言，雙邊的貿易特性存在著高度的互補性，例如在

資訊領域方面，中國的硬體生產技術領先，而印度在軟體開發方面有著優勢；另

外，中國製造業發達，印度則擅長外包服務，這為雙方合作留下了空間；印度出

口中國的產品主要是鐵礦砂、鉻礦石、寶石及貴金屬、植物油、紡織品等，而中

國則主要輸出機電產品、化工產品、紡織品、塑膠及橡膠、陶瓷及玻璃製品等製

成品；印度一直力圖仿效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的效能與品質，而中國則試圖仿效印

度在軟體開發的人才與技術。71產業高度的差異性以及互補性，使兩國深知唯有

再深化經貿領域的合作關係，才能極大化各自的國家利益，也因如此，中、印兩

國在中國崛起後陸續簽訂了大量的經濟合作協議。2005 年 4 月，中、印間制定

                                                 
68

 中、印兩國海洋科技諒解備忘錄，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6/23/content_1200456.htm, 

accessed April 26, 2014. 
69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62。 
70

 樓春豪，〈中印經貿合作面臨的新挑戰〉，《亞非縱橫》（北京），第 4 期（2009 年），頁 29。 
71

 中印互補性決定雙方合作巨大潛力，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5/22/content_28903371.htm, accessed April 26, 

2014.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6/23/content_1200456.htm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5/22/content_28903371.htm


113 

了《全面經貿合作五年規劃》，提出雙邊貿易發展的具體目標。2006 年 9 月，中、

印兩國在北京簽署了《科技合作諒解備忘錄》，確定成立中、印科技合作指導委

員會，這將有利促進兩國在科技領域的交流與發展；11 月，兩國簽署《關於促

進和保護投資的協定》，這為兩國間相互投資及保護投資權益上，訂立了一個有

力的依據。2008 年，中國與印度共同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於

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2010 年兩國發表了《中國與印度聯合公報》，雙方確

立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 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期望拓展在基礎設施、信息技術、

電信、環保及財經等領域的合作。72這些合作協議為兩國經貿合作提供了制度性

的保障。尤其在經歷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亦隨之放緩，

印度更是不甚理想，兩國雙邊經貿關係的高速發展，可以說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

這也成為穩定雙邊關係的重要黏著劑。特別是金融海嘯後，國際間貿易保護主義

益形嚴重，而中、印間的經貿合作深化，對維持區域經濟穩定與提升周邊國家貿

易合作信心方面，有著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第四節  中印間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共同利益 

 

隨著兩國經濟高速的成長，中、印兩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共同利益也隨之

增加。例如為了確保經貿的持續成長，兩國在氣候問題上可謂採取了一致的立場；

另外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及保護能源輸運的安全，雙方在反恐和確保航道安全的問

題上都有著共同的需求。儘管兩國在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尚未遍及所有領域，但在

已開始建立合作關係的問題上，基於共同的利益與需求，雙方的合作確然已達到

相當深入的程度。 

 

                                                 
72

 楊文武、徐菲，〈後危機時代中印經貿合作研究現況探討〉，《南亞研究季刊》（成都），第 4 期

（2012 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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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氣候問題上的合作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幅度加劇，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

在國際舞台上的角力戰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開發中國家，中國與印度既面

臨著確保持續經濟成長的重擔，又面臨著減排量與肩負大國國際責任的挑戰。目

前，中國與印度已經分列世界第一與第三大排碳國家。73
2009 年 12 月 28 日，中

國與印度在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中承諾，到 2020 年兩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2005 年分別下降 40%與 20%，這對兩國經濟持續發展而言均是沉重的負擔。74相

較於兩國在其他領域上並存著競爭與合作的複雜關係，在氣候問題上，兩國可以

說擁有一致的立場以及共通的利益。 

中、印兩國在氣候問題上的合作，可溯及至 2003 年 6 月，當時中、印簽署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兩國協議在環

境保護與氣候變遷等問題上進行廣泛的合作。這為兩國在氣候變遷領域上開啟了

合作的起源。（如表 4-4）其後，兩國在氣候問題上陸陸續續有了較為積極的合作

趨勢。2005 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訪印期間，與印度在能源安全以及節能

減碳問題上進行了洽談。而自 2004年至2007年間，中國方面由國家發展改革委、

科技部、環保總局、中國氣象總局等單位，共同組成了一個磋商代表團，與印度

先後進行了四輪的氣候變遷合作磋商。75
2008年，印度總理辛格訪問中國時表示，

中、印兩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遷、清潔能源開發等議題上，應持續深化合作的範

圍。這體現在隔年在丹麥哥本哈根會議上，中國與印度在應對氣候變遷與碳減排

問題上採取了一致的政策方針。而應對哥本哈根會議，中國和印度聯合巴西與南

非組成了基礎四國聯盟（BASIC），76對先進國家表達開發中國家的立場，使兩

                                                 
73

 〈減碳政治角力 開發中國家低頭〉，《聯合報》，100 年 12 月 12 日，版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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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會鈞、許淳凱，〈中印關係的回顧與思考〉，《雲夢學刊》（岳陽），第 6 期（2010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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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蘇禮、滕飛，〈中印氣候合作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探析〉，《中國經貿導刊》（北京），第 33

期（2012 年 11 月），頁 67。 
76

 辛仁傑、孫現朴，〈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中印關係〉，《南亞研究》（北京），第 3 期（2011 年），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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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儼然成為開發中國家的代言人與權益捍衛者。77
2009 年 10 月，中國國家發改

委副主任解振華赴印度出席「中、印氣候變遷技術開發與轉讓高級別會議」，與

印度簽署了《中印政府關於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協定》，此協議可以說真正確立

了兩國在應對氣候變遷議題上的夥伴關係，兩國決議定期實施部長級會商，就氣

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重大問題、國內政策措施已及落實相關合作項目交換意見。

同時雙方還同意在適應減排政策與節能技術開發等領域加強交流與合作，合作的

內容將含括太陽能、風力與林業等領域。78
 

也因為中、印兩國在氣候問題上相似的立場，在相關問題上兩國的主張與政

策更趨於一致。例如，兩國在減排問題上，皆堅持應負起「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

不應將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減碳數放在一起討論；第二，兩國皆認為，已

開發國家有義務在資金以及技術上，協助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

且知識財產權不應成為技術轉讓的障礙；第三，先進國家應充分理解開發中國家

的二氧化碳減排量的設定，應該是在確保國家可持續發展以及消除貧困這兩個前

提與基礎上的；第四，中、印皆支持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架構下，建立一個新的氣

候基金，並由已開發國家提供資金的挹注，提供開發中國家因應。79中、印在氣

候問題上高共通性也可以從兩國交流對話的層級略窺一二。目前兩國在氣候問題

談判上已經提升至部長級別的協商層級，甚至高於有關安全與防務交流的副部長

層級。80基於相同的發展背景，未來兩國在氣候問題上仍有十分寬廣的合作空間，

即便兩國在其他領域交雜著競爭與合作關係，但可以預見的是，為了確保國家的

可持續發展，中國與印度肯定會在應對氣候問題上，在國際間保持攜手共進的政

                                                 
77

 鄧剛，〈氣候合作對中印關係的影響分析〉，《技術與市場》（成都），第 12 期（2009 年），頁

39。 
78

 王蘇禮、滕飛，〈中印氣候合作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探析〉，《中國經貿導刊》（北京），第 33

期（2012 年 11 月），頁 68。 
79

 王蘇禮、滕飛，〈中印氣候合作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探析〉，《中國經貿導刊》（北京），第 33

期（2012 年 11 月），頁 67。 
80

 王蘇禮、滕飛，〈中印氣候合作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探析〉，《中國經貿導刊》（北京），第 33

期（2012 年 11 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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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針。 

表4-4：中印有關氣候問題合作上所簽署的文件 

 

資料來源：王蘇禮、滕飛，〈中印氣候合作在兩國關係中的地位探析〉，《中國經貿導刊》（北

京），第 33 期（2012 年 11 月），頁 68。 

 

貳、反恐合作與確保航道安全 

印度自1947年8月15日建國後，其境內一直受到恐怖主義組織的嚴重威脅，

影響其國家安全甚鉅。特別是在其東北部地區，也就是與中國有著領土爭議、緊

鄰中國的「阿魯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地區，長期以來更是幾個分離及恐

怖主義組織活動猖獗的區域，其中包括了對「阿魯納恰爾邦」有著直接影響的阿

薩姆聯合解放陣線（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 ULFA）以及波多民族民主

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 NDFB）。82而這塊區域又恰好緊鄰

著中國的西藏地區，同樣在深受「藏獨」等分離主義組織困擾的中國，在打擊恐
                                                 
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文匯報（香港），

http://news.wenweipo.com/2013/05/20/IN1305200081.htm, accessed May 4, 2014. 
82

 李金軻、馬得汶，〈印度東北部分離與恐怖主義動向 所謂”阿魯納恰爾邦”的溢出問題探悉〉，

《國際論壇》（北京），第 5 期（2011 年），頁 72。 

時間 簽署文件 合作內容 

2003.6.23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

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 
在保護環境和保障可持續發展領域進行合作，在多

邊場合上，就氣候變化等問題協調立場 

2005.4.10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

合聲明》 在能源安全與節能減碳領域展開合作 

2006.11.21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

合宣言（十項戰略）》 
就可持續發展、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其他共同

關心的環境問題加強磋商 

2008.1.14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關

於二十一世紀的共同展望》 
重是氣候變化問題，加強兩國間技術合作。強調「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重要性 

2010.12.16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共和國聯

合公報》 

在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擁有共同利益和相似關切，

氣候變化等多邊事務是加強合作的重點 

2013.5.20
81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

合聲明》 

在氣候變化和全球治理等重大全球性問題上擁有共

同利益。雙方同意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後續進

程及 2015 年後國際發展議程有關討論和氣候變化

國際談判中加強協調 

http://news.wenweipo.com/2013/05/20/IN13052000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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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義這個議題上，中、印兩國間可以說有著共同的利益。 

中國為了強化區域反恐合作，在 2001 年 6 月 15 日，中國與俄羅斯以及四個

中亞國家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透過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的合作，中國一

步步的強化了反恐單位在人員交流、反恐理論、裝備配備以及最重要的情報共享

等領域的反恐能量。83也正因反恐的需求乃是印度重要的旴衡因素之一，印度也

於 2005 年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組織成為觀察員，這除了有助於加大印度在打擊恐

怖組織的力度，更開啟了中、印兩國間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另一個合作空間。 

在反恐的領域，中、印間的合作模式多是透過聯合軍事演習的方式，以增強

兩國反恐部隊相互間的默契以及熟悉程度，從而提高反制恐怖組織的能力。2004

年，中、印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之瞭解備忘錄」，針對雙方反恐情資的分享、

交流人質及反劫機經驗達成了定期交流的共識，這不但有助增進兩國反恐合作，

更有利於區域慕林外交工作的推展。84同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出訪印度，雙

方意識到恐怖主義對中、印所構成的威脅，對恐怖主義發表共同譴責聲明，兩國

一致同意進一步加強及鞏固在反恐領域的對話與合作。2006 年 5 月，兩國簽署

的「防務領域交流與合作諒解備忘錄」，這為日後中、印兩國反恐演習實務交流

奠下了一個合作基礎。85
2007 年 12 月，中、印兩國陸軍部隊，在雲南昆明舉行

了為期 8 天，代號為「攜手－2007」聯合反恐演習。演習的內容包含了恐怖分子

搜尋、伏擊及人員搜救等反恐科目，這是兩國第一次舉行的純反恐性質的軍事演

習，這對兩國在打擊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等三股勢力的

合作上，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與默契。86
2008 年 12 月，中、印雙方在印度西南

部的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訓練基地，舉行了代號為「攜手－2008」的反

                                                 
83

 汪毓瑋，《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出版社，2007 年），頁 83。 
84

 汪毓瑋，〈中國反恐作為及對國際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7 期（民國 95 年），頁

46。 
85 中印 2006 年簽署的防務領域交流與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軍網，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8b/2008-12/05/content_1573821.htm, accessed May 4, 

2014. 
86

 攜手－2007 中印陸軍聯合反恐訓練正式結束，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7-12/25/content_7308913.htm, 

accessed May 4, 2014.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8b/2008-12/05/content_1573821.htm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7-12/25/content_73089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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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演習。這項為期 7 天的聯合演習中、印雙方各派一個陸軍步兵連參加，雙方除

了進行武器演示和訓練科目展示外，還進行了綜合反恐演練，這也是印度境內首

次中、印聯合軍事演習。87此次聯合演習是根據中印兩國 2006 年 5 月簽署的「防

務領域交流與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精神舉行的，是繼 2007 年在中國昆明舉行「攜

手－2007」陸軍反恐聯合演習後舉行的第二次聯合反恐演習，在印度境內則屬首

次聯合軍演。兩國表示，軍演與「戰爭」無關，兩軍都不會使用特殊武器。中方

派出包括 40名軍官在內的 137名官兵組成的參訓聯隊參加此次軍演;印方則派出

歷史悠久的陸軍第 8 輕步兵團的一個連參加。雙方特別針對反恐戰技交流、突擊

與射擊等實務科目加強協作訓練，還就反恐作戰理論與法律問題進行交流。88這

次聯合訓練是中、印兩國友好交流與合作不斷拓展的重要標誌，更是中印兩國決

心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具體實踐。 

另外在確保航道暢通，打擊國際海盜的部分，由於南海與印度洋海域遼闊，

島嶼與海峽水道眾多，海航道地形複雜等因素，長期以來一直是海盜猖獗的地帶。

依據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的統計，自 1984

年至 2008 年這 25 年間，全球的海盜襲擾事件約計有 4842 起，其中發生在南海

與印度洋海域的海盜活動就佔了全數案件的三分之二以上。89對極度仰賴能源進

口的中、印兩國來說，航域與航道的安全等同於國家的大動脈是否暢通，南海與

印度洋的海盜問題是直接牽涉國家生存的安全問題。 

對中國與印度來說，在確保海上通道上安全運行的面向上，兩國擁有共同的

利益。而類似國際海盜這類非傳統安全問題，因為具有跨國性、個體化以及分散

化的幾個特點，很難仰賴單一國家的能力予以解決，印度因此提出了多項信心建

立措施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希冀維護並增加區域安全與穩定，

具體的實踐上即為中、印兩國海軍，自 2003 年起陸續藉著多項海軍軍演或人道

                                                 
87

 攜手－2008 中印陸軍反恐聯合訓練正式開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2/06/content_10465104.htm, accessed May 4, 2014. 
88

 李陸平等，《軍隊與非傳統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頁 267。 
89

 張韌等，《南海-印度洋海洋環境風險評估與應急響應》，（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14 年），

頁 167。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12/06/content_10465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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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演習，以積極改進其自身的海上反恐與反海盜的能力。2003 年 11 月 14 日，

印度東部艦隊司令班索爾（R. P. Suthan）率領了一支由飛彈驅逐艦（DDG）、輕

型護衛艦（DEG）以及油彈補給艦（AOE）組成的特遣編隊，與中國海軍在東

海海域舉行了代號為「海豚 0311」的複合式軍演，操演科目含括了海上搜救、

反恐及反海盜等項目，軍演的目的旨在深化兩國在確保航道暢通、打擊海盜及恐

怖組織等面向上的合作範圍。90另外，索馬利亞海盜問題也為中國和印度在印度

洋海域合作提供了機會。根據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各國對索馬里海域的海盜採取行

動的決議，2008 年 12 月，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開始奔赴索馬里海域和亞丁灣執行

反海盜任務，並加入了 2009 年 1 月份成立的索馬里海域海盜問題聯絡小組 

( Contact Group o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CGPCS)。該工作組由英國召集

並協調，目的是鼓勵在索馬里海域打擊海盜行為的所有國家和區域組織建立一個

國際合作機制。索馬利亞反海盜之戰標誌著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力量首次廣泛進行

海外部署，似乎預示著中國與印度在世界海洋正尋求更大的存在。91中國此次的

索馬利亞護航行動，是在國際法授權的情況下進入印度洋，在國際組織的推動下，

兩國的合作少了競爭性與針對性，這有助於中、印兩國在共同利益上建立合作機

制，讓打擊海盜合作制度化，也有利於中國在印度洋的存在並擴大影響力。 

 

小結 

較之於 1960 年代以及 1990 年代末期，中國與印度的合作態勢趨於明朗與頻

繁，儘管由於歷史與政治上的因素，使得兩國在政治上仍舊缺乏足夠的信任，但

中國崛起導致世界權力板塊的位移，讓中國在處理區域利益及問題上漸而擁有更

多的籌碼與耐性。印度也逐漸認識，兩國在多個領域上擁有共同的利益，中國與

印度在國際間的合作，從原本難以想像演變至今日的可以預期。兩個彼此毗鄰的

                                                 
90

 印度海軍艦艇編隊結束訪問 圓滿完成聯合演習，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3-11/13/content_1177469.htm, 

accessed May 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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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新華，〈論中印關係中的印度洋問題〉，《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1 期（2010 年），頁 51。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3-11/13/content_11774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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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國，總人口超過世界三分之一的國家，即使相互間仍舊有許多的問題尚待克服，

但在經貿上的互補性大於競爭性、政治問題上的合作性高於排斥性，92以及在非

傳統安全問題，包括氣候、反恐領域目標上的一致性，讓兩國全面的合作不再遙

不可及，在這樣的一個大勢驅策下，其實是有助於兩國益漸朝向避免衝突、加強

合作的方向前進的。這一點可以從 2013 年 5 月李克強訪印，雙方不僅刻意淡化

此前長達 3 週的邊界「帳篷對峙」衝突，更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應鞏固

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中印緬孟經濟走廊」目標的例子來印證。93隨著

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環境的變遷，若不能與中國朝向深化合作並減少摩擦的方向前

進的話，印度冀望持續經貿成長，並成為世界大國的理想是絕對不切實際的。畢

竟，競爭與對抗不符合印度的國家利益，惟有先建立緊密的政經關係，那些尚待

擱置的矛盾才有逐漸被解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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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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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同時撤軍 解除帳篷對峙〉，《中國時報》，102 年 5 月 21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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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國因素與中印關係 

 

長久以來，中、印間的關係受到地緣政治、領土爭議、民族主義意識以及大

國間的權力競合因素等牽動，使得兩國間的關係推展總是處在一個不冷不熱，既

不友好卻又不特別仇視的狀態下交往。撇除兩國間長久以來的衝突淵源以及彼此

間的利益矛盾，對兩國關係有著決定性影響的，除了與中、印兩國間擁有共同地

緣戰略因素的鄰近國家外，另就屬國際間的強權大國對兩國間關係走向影響最為

深遠。因此，探究影響中、印兩國間的大國因素，應針對攸關兩國的強權角力以

及地緣因素等兩個面向來探討之。 

就國際間的強權大國而論，除了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美國為當然的影響因素

外，在對中、印關係的走向有影響力的，就屬冷戰時期印度的盟邦俄羅斯了。即

使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力大不如前，但其與印度緊密而全面的雙邊關係仍然對

中、印關係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而另一個逐漸對中、印關係產生關鍵作用的國

家則當屬日本莫屬了。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日本與印度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

兩國對於「中國威脅論」有著相近的看法，兩國在各種對話中都表明了對中國的

「戒心」，1這使得日本毫不掩飾的在軍事、政治及經貿領域上謀求與印度進行更

深一層的合作。故我們可以整理出，美、俄、日等三國，是影響中、印關係幾個

最主要的大國因素。對此，本論文將於第一、二節分別探究美國以及俄、日兩國

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並在第三節透過地緣因素來分析其它影響中、印關係的幾

個主要國家。 

 

第一節  美國在中印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1
 畢世鴻，〈21 世紀初日本的對印度戰略及其影響〉，《南亞研究》（北京），第 3 期（2012 年），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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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影響兩個國家關係的要素難以計數，從人種、民

族、經濟、歷史、地緣關係、安全、文明差異以及大國因素等，無論是這之中哪

一個或是數個要素在兩個國家中持續發揮作用，卻沒有一個外在因素如同美國般，

能夠這麼大幅度左右兩國彼此間的政策與外交方針。做為當前世界首屈一指的強

權，美國不僅在極大的層面上左右著國際政治的發展，更主導著亞洲區域穩定。

如果要析論影響中國與印度關係最深遠的外在變數，則當以美國莫屬。 

長久以來，美國與印度並非一直都是堅實的盟友。事實上，在冷戰時期，美

國與印度的領導人之間即出現了戰略上的歧異，當時雙方都認為彼此間並沒有建

立密切關係的必要，印度人不管是在情感上抑或知識上都對美國興趣缺缺。1942

年印度議會決定不支持冷戰，並發起「不結盟運動」，此事成為美國對印度政策

的轉折點，印度從此失去了美國的支持。2甚至基於當時的國際情勢，彼此間站

在對立的陣營彼此抗衡，美國採取了「聯中制蘇」的戰略，而印度則成為蘇聯唯

一的一個非共產陣營的盟友。從此以後，美國與印度就成了關係疏離的兩個大國。

1998 年 5 月，印度連續進行了 5 次的核子試爆後，印、美關係進入極度的低潮，

美國不僅對印度進行制裁，更推動國際社會通過共同制裁及譴責的決定，堅拒承

認印度的核子國家地位。由於印度拒簽《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TP），無法獲得其它國家的核能技術與核

子燃料，這使得它不僅不能像核子大國般，以一個公認的核武國家身份在國際間

行事，更無法擴大國內的核電廠規模，滿足國內緊缺的能源需求。3這等於使印

度處於一個實際上的「核子孤立狀態」。此後，由於 2001 年 911 事件的發生，以

及中國在國際間的崛起，美國修正了當時「聯中制印」的政策，轉而在中、印間

採取更為平衡的戰略。2001 年起，布希政府的政策開始向印度傾斜，試圖藉助

印度來平衡日漸壯大的中國。4自此，印、美關係慢慢從疏離中開始轉型。2005

                                                 
2
 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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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1。 

4
 慕永鵬，《中美印三邊關係－形成中的動態平衡體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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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萊斯（Condoleezza Condi Rice）訪問亞洲數國，選擇

了印度作為出訪的首站，她在新德里發表演說時表示「美國將幫助印度成為 21

世紀的全球大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及駐印大使也分別在不同的場合表達相

同的觀點，等於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全力發展美、印關係」的訊息。5
2005 年 7

月，印度總理辛格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簽訂了包括承認印度核子國家地位

的 10 餘份文件，印、美關係正式由「戰略夥伴關係」轉型為「全球夥伴關係」。

2006 年 3 月，美國總統布希訪問印度期間，兩國又簽署了具有突破性的民用核

能源合作協議，布希政府一改長久以來既定的制裁立場，轉而承認印度的核子國

家地位，這不外乎是希望藉著間接承認印度的核地位以博取印度的好感，標誌著

印、美關係達到了新的高點。6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亞洲專家泰利斯（Ashley J. Tellis）就曾表示「華盛頓需

要一個強大的印度」，「即便印度與美國僅保持夥伴關係而非正式結盟，一個強大

且獨立的印度即是美國的戰略資產」。7對印度而言，確保經濟穩定的成長，掌握

在南亞和印度洋的主導權，並實現世界一流大國的願望是其最核心的戰略目標，

而這些目標可望透過加強與美國的交往來實現。而除了承認印度的核子國家地位

外，美國也透過表態支持印度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做為拉攏印度的手段。2005

年 6 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在新德里訪問時表

示，印度是加入安理會的「理想候選國」。8就象徵上的意義而論，給與印度常任

理事國的席位等同於承認印度的強國地位，此點起今仍是印度政府所努力的目標。

此外，安理會的席位還具有實質上的力量與價值，尤其是此一席位所擁有的否決

權，將可以印度粉碎其所不樂見的喀什米爾政策，特別是當前印、俄關係已不復

以往，否決權對於印度的重要性猶勝往昔。9縱觀印度與美國關係的深化與改善，

                                                                                                                                            
頁 107。 

5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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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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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美關係的發展及其戰略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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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中國因素不可謂不明顯，印、美雙方對於崛起的中國均存在著一種「無需

明言但顯然存在的不安全感」。10除了在政治上的互動加溫，印、美兩國關係的

重心始終落在安全領域。2009 年 11 月，印、美兩國領導人互訪，兩國關係持續

加溫，使印度在國際的能見度增加，印度打破長期使用俄系武器系統的政策，開

始思索購買美系武器，美國也考慮提供印度反恐的情報以及情報蒐集技術，兩國

政府並簽署諒解備忘錄，決心加強在反恐和維護全球安全領域的合作。美國國務

院負責南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布萊克（Robert Blake）對此表示，戰略合作是美、

印關係的重要支柱，而反恐、防擴散和軍售則是兩國戰略合作的重要領域，基此，

美國決定向印度提供一份 180 億美元的大額軍售合約。11對於美國來說，印度將

扮演一種制衡力量，尤其是即使全球仍處於金融海嘯後的普遍蕭條環境下，中國

卻仍能保持年平均 7%以上穩定成長之勢，形成了新興的強權挑戰當前霸權國家

之國際主導地位，更不可避免的擠壓了南亞的區域權力平衡，故出於戰略上的需

要，美國提出了一個針對性極強的「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這其中

包括了強化與日本、澳洲及南韓等盟國關係；積極涉入東海與南海的爭端；參與

東亞峰會以強化美國在東協地區之制度性存在；以及更重要的，深化與印、緬兩

國的合作關係。12而印度正是這一連串圍堵中國戰略的關鍵棋子之一。對中國而

言，中國的外交政策在於防範印、美建立和發展過於密切的政治與軍事關聯，不

希望它們聯合起來遏制自己，印度過於靠攏美國甚至參與美國圍堵中國的政治與

軍事安全機制，必將惡化中國西南疆界的安全。對印度來說，加強與美國各領域

的雙邊關係，特別是政治以及軍事領域的合作，以防止中、美合作向其施壓，爭

取美國的援助與支持，限縮中國在南亞乃至於印度洋的影響力，確保自己在南亞

                                                                                                                                            
2003 年），頁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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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主導地位。13畢竟，中、美間的合作並非不可能，在 1998 年印度實施核

試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中、美之間是聯手制裁印度的。再就美國的角度來看，透

過與印度關係的改善，將能建立一種力量均衡的權力結構，利用印度來制約中國

更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要的一環。  

儘管印、美聯手圍堵中國的態勢已然形成，但並不表示印度與美國間並不存

在著潛在的矛盾。以 2013 年 12 月，印度女外交官德維雅妮．柯布拉加德（Devyani 

Khobragade）在美遭逮捕和脱衣搜身並遭判罪的外交糾紛為例，印、美之間關係

並非毫無嫌隙，這起外交事件引發印度極為強烈的反彈。14自從這一事件發生以

來，印度政府已經下令對美國實施一系列報復措施，根據印度《印度教徒報》報

導，印度政府的太陽能發電計畫(Jawaharlal Nehru National Solar Mission)刻意的

排除美系業者的參與，致使美國貿易代表 Michael Froman 向世界貿易組織抗議

印度政府的歧視行為；15另外，印度中央貨物稅暨關稅局（Central Board of Excise 

and Customs）對美國駐印使館可能違反稅法展開全面調查，包含仔細檢查美方

人員的報稅單，以及使館印籍僱員和美國官員家庭幫傭、司機的薪資和僱用細節；

16除此之外，美國能源部長因此案被迫推遲了訪印行程，17美國會代表團原訂訪

印行程亦被印度取消，美籍外交官之通關禮遇遭到取消，美駐印使館外的保護設

施也遭拆除。18此事件對印、美關係的開展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兩國關係因此

受到重創。此外，印度新任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美國的關係並不友好。

2005 年莫迪希望訪美，美國卻因 2002 年莫迪擔任古茶拉底省（Gujarat）省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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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他涉嫌煽動反穆斯林教徒的宗教暴亂而拒發簽證。19而於此同時，中國卻展

開雙臂歡迎莫迪的到訪，莫迪也因此先後對中國做了 4 次正式訪問。2014 年 5

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親電印度新任總理莫迪，莫迪透過電話表達歡迎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訪印，中國旋即派遣外長王毅做為習近平特使出訪印度。20中國藉此機

會向印度傳遞了「極度重視對印關係開展」的訊號，這對於國家民族自尊心極強

的印度而言是具有正面意義的。 

另就中、印與美國間的三邊關係來看，同樣亦存在著顯著的分歧。首先，印

度強烈的大國意識與民族自尊心，促使印度始終堅持獨立的外交政策，與美國開

展關係完全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考量，加上多元化的的國內政治與對美國長期不

信任的歷史淵源，決定了印度絕不會甘於成為美國「扈從」的角色。21第二，中

國與印度在核嚇阻的政策上，皆謀求發展可靠但有限的嚇阻能力。2014 年，中

國已經完成海基洲際彈道飛彈的佈署，解放軍海軍的「巨浪 2 型」飛彈結束了長

達 10 餘年的研改試驗，可供「094 型」晉級戰略彈道飛彈潛艦配載進行核打擊，

射程將可覆蓋美國本土西部。22當前，美國致力發展的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除了將降低中國對美國的核子嚇阻程度，也將連同升高

中國對印度的核嚇阻力量，因為中國必將因此而增加其核彈的戰略部署，以及持

續對巴基斯坦提供援助，此一連鎖效應勢將破壞南亞地區的實力均勢。23第三，

在中、印、美三邊關係中，印度的對中國政策乃是根據中、美關係的進展而定的。

隨著印度逐漸崛起之勢，印度的綜合國力也隨之增強，印度對美國的獨立性不斷

增加，也就是說，中、印關係不再是中、美關係的附屬品，它逐漸有了自己的發

展方向和定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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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cc.com.tw/news_view.asp?nid=2335638#.U53RufmSy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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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中、印、美三國關係的發展，將呈現出既合作卻又屢有競爭、相互牽制

的動態平衡體系。25雖就目前而言，中國與印度的實力仍與美國有一段差距，美

國在中、美關係以及印、美關係中，皆是中、印兩國在外交關係上的核心要務。

但隨著中、印兩國進一步的崛起，這個不均等的三角型將逐漸走向對稱，美國的

大國影響力也將漸漸萎縮。簡單來說，中、印關係若能持續的崛起，雙邊關係若

能保持穩定發展，兩國的交往與互動將更為對等，這樣的模式有利於雙邊互信的

提升，然後更進一步的深化合作。反之，若中國與印度的關係走向衝突，競爭的

態勢逐漸明朗化，這卻剛好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使美國可從雙方的矛盾關係左

右逢源、兩面獲利，同時藉由拉攏一邊來制衡另一邊，進而鞏固了美國在國際事

務中強權及主導的地位。 

 

第二節  俄日兩國對中印關係的影響分析 

 

就國際社會裡的大國來說，有能力左右中、印關係的，除了美國以外，就屬

俄羅斯以及日本了。即使俄羅斯的國力已不如蘇聯時期，但俄、印兩國間長期以

來的密切關係仍然對中、印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而另一個影響中、印關係的重

要國家則是日本。印度著名的戰略家切拉尼（Braham Chellaney）曾說過一句名

言：「印度與日本是天然的盟友，它們沒有基本的利益衝突，只有利益的共通性，

即對亞洲力量失衡的關注」。26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日本與印度有著共同的戰

略利益，兩國都對於「中國威脅論」採取防備的態度，27這是日本積極尋求與印

度在軍事、政治及經貿領域上進行更深一層合作的原因。本節將分就俄羅斯與日

本兩個大國因素，來分析在中、印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頁 216。 

25
 慕永鵬，《中美印三邊關係－形成中的動態平衡體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

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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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54。 
27

 畢世鴻，〈21 世紀初日本的對印度戰略及其影響〉，《南亞研究》（北京），第 3 期（2012 年），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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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印關係中的俄羅斯因素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國政

治―全球戰略大思考》一書內將中國、印度以及俄羅斯歸類為地緣戰略國家，他

認為歐亞大陸由於人口最眾多、天然資源最豐富，是經濟活動最活躍的區域，加

上大國在此一區域的縱橫捭闔情況，因此被稱為世界的中心。在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陸權論」中更是直指「誰控制了歐亞大陸就等於控制了世

界」。為了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美國要確保在歐亞大陸上不出現能主

宰歐亞大陸或挑戰美國權力的新興大國或區域聯盟。28美國自冷戰結束後的全球

戰略方向幾乎印證了布里辛斯基在書中的論述。在他眼中，中國、俄羅斯都是美

國的潛在威脅者，甚至從長遠來看，印度也有這樣的潛力。29從這個角度而論，

中、印、俄三國都是攸關美國核心利益的對象，既然涉及了美國的霸權地位的消

長，俄羅斯與中、印兩國間的關係就不僅僅只是區域間的三邊關係，更是涉及了

影響國際政治格局和權力分配的全球性博弈。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根據本身的國家利益，重新調整了對中國與印度的政策，

影響了中、俄間以及印、俄間的關係，從而影響到了中、印間的關係。特別是當

俄羅斯實力大幅下滑後，對於中、印兩國干預與影響力也隨之減弱，使這兩個曾

深受俄羅斯牽動影響的國家，可基於國家利益獲得更多的自主空間，進而調整各

自的外交方針。事實上，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在亞洲已經成為一個中立國。30不

同於印、美關係的開展乃是基於地緣戰略的考量，藉由拉攏的手段來遂行遏制中

國的戰略目標，印、俄關係乃是冷戰時期印、蘇關係的承襲與演進。長久以來，

                                                 
28

 林添貴譯，布里辛斯基著，《大國政治―全球戰略大思考》，（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年），頁 255、280。 
29

 慕永鵬，《中美印三邊關係－形成中的動態平衡體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年），

頁 178。 
30

 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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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一直與印度保持著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和安全領域的特殊關係，印、俄

間的合作不僅存在於過去，更是現在式與未來式。特別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在 2000 年上任後，與印度簽署《印俄戰略夥伴宣言》，確立了

印、俄關係基本定位；2002 年 12 月，兩國又簽署《關於進一步加強兩國戰略夥

伴關係的徳里宣言》等多項文件，更是項全世界發出印、俄關係將持續發展的一

個訊號。印度現約計有 70-80%以上的武器都仰賴俄羅斯供應。印度不但是俄羅

斯全球最大的武器輸出市場，更是俄羅斯在亞洲最堅實的盟友。31自美國高盛公

司（Goldman Sachs）在 2001 年提出了「金磚四國」這個名詞以後，中、印、俄

三國就更為廣泛且頻繁的被世人放置於同一個概念中。32俄羅斯與中、印兩國間

的關係開展，與其說是長期友好的延續，不如說是國家利益導向。根據中國國家

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中、俄兩國在 2012 年的雙邊進出口總額超過 882 億美元；33

而印、俄兩國間在 2012 年的雙邊貿易總額也達到 100 億美元，較之 2009 年成長

了四分之一。34另外，由於中國與印度都是能源需求大國，兩國在 2009 年共消

耗了世界近四分之一的能源總消耗量，35這與藉由能源出口而逐漸恢復元氣的俄

羅斯一拍即合。特別是 2014 年 5 月 22 日，中、俄雙方完成了談判逾 10 年的天

然氣合作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

在上海簽署了《中俄東線供氣購銷合約》。雙方商定，從 2018 年起，俄羅斯開始

通過中俄天然氣管道東線向中國供氣，輸氣量逐年增長，最終達到每年 380 億立

方米，累計 30 年。可以說，三國在能源與經貿方面的共同利益十分明顯。此外，

中、印兩國是俄羅斯武器的最大買家。2014 年，中國與俄羅斯達成了 24 架 Su-35

                                                 
31

 徐桂香，〈初探俄印中三國軸心聯盟〉，《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6 期（民國 92 年），頁 31-42。 
32

 「分析：金磚五國到底能有多大作為？」，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3/130326_brics_future.shtml, accessed May 24, 

2014. 
33

 中國對俄羅斯進出口總額，中國國家統計局，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jsessionid=96700EE4A0A282F35F36180C43C3DEEC?m

=hgnd, accessed May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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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 29 億美元軍購合同 普京欲在印度收復失地，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23/7/2/2/102372241_2.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2372241

&mdate=1225173827, accessed May 2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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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渤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 年），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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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機、雙方合作建造 4 艘拉達級（Lada class）潛艇的合約簽署，這是 10 年來

中國首次向俄羅斯採購重大軍事裝備。36
2014 年 5 月，中、俄在東海海域進行「海

上聯合-2014」擴大軍演，在中、日釣魚台群島爭議相持不下，甚至越演越烈的

情勢下，中、俄間的擴大軍演多少帶著支持、相挺的意味。而另外在印度方面，

印度除了是俄製武器最大的客戶外，印度多能由俄羅斯獲得較其他國家等級更高

也更為先進的武器系統。2003 年印度直接由俄羅斯購入一艘艦排水量達 44000

噸的基輔級（Kiev class）航空母艦「維克拉姆帝亞」號（Vikramaditya），該艦並

於 2014 年 1 月 7 日駛抵印度南部的卡爾瓦爾（Karwar Base）海軍基地，37
2007

年更與俄羅斯達成了共同研製第五代戰機的協議。38除了在能源、經貿及軍事上

的合作外，中、印、俄三國在政治領域上的合作亦相當有進展。2004 年 12 月，

俄羅斯總統普丁訪印期間，印、俄兩國在聯合聲明中特別指出，中、印、俄外長

級三方會議的定期召開，將有助於促進相互理解並增進互信。2005 年 6 月，中

國外長李肇星、印度外長辛格以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在俄

羅斯進行第四次「非正式會晤」，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會晤並非如往例是在

多邊的場合下順便舉行的，而是專門安排的。39
2006 年 7 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

濤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印度總理辛格在聖彼得堡與發展中國家領袖舉行首次的會

晤。2007 年至 2009 年間，三國亦先後舉行了 9 次外長會晤。40對中國而言，俄

羅斯乃是突圍美國「再平衡」策略所必須拉攏的籌碼，在美國不停在東亞積極運

作的同時，俄羅斯是否相挺成為打破美國圍堵策略的一個關鍵，中、俄間在軍事

上的合作關係形成了一個與美國分庭抗禮的態勢。加上中國亟需開拓更多元的能

                                                 
36

 中俄簽署採購 24 架蘇-35 戰鬥機和 4 艘拉達級潛艇合同，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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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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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加力，《崛起中的巨象－關注印度》，（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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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84。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jpshoufang/content-3/detail_2013_03/25/23478780_0.s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jpshoufang/content-3/detail_2013_03/25/23478780_0.shtml
http://big5.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anquan/20140108/43952871.html


131 

源輸運模式，中、俄間的關係開展乃是符合時勢發展與國家利益需求。對印度而

言，與俄羅斯的友好已經成為印度不可或缺的必須，畢竟，俄羅斯所代表的不但

是政治及經貿上的利益，更是軍事上最有力的奧援，加之印度在國際間的逐漸崛

起，對能源的需求孔急，俄羅斯也代表著穩固的石油供應來源。而對俄羅斯而言，

與印度深化雙邊關係以避免印度在戰略上疏俄親美，加以印度乃是俄羅斯最大的

軍火外銷市場，與印度的持續友好除能帶來經濟利益，更可確保國內的軍火工業

得持續發展而不至萎縮。另外，面對歐盟與美國的步步進逼，中國則是支撐其對

歐、美強硬的憑藉。2014 年 3 月，俄羅斯總統普丁出兵並兼併了克里米亞半島，

這引發了歐、美的制裁，俄國對歐洲的天然氣出口也面臨了威脅。中、俄間合作

關係就像是在狼群中兩個背靠背的人，只要對方提供堅實的支撐，在大國間的權

力競逐就永遠都可以繼續。俄羅斯戰略研究專家卡申（Vasily Kashin）指出：「俄

羅斯與西方的關越糟，便越想與中國靠攏。只要中國挺你，誰也不能說你被孤立。」

41
 

然而在中、俄以及印、俄關係間，並非沒有矛盾與分歧。首先，是中、俄間

在政治上的齟齬。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影響力也隨之提升，在中國的主導下，

於 2001 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近年俄羅斯對中亞國家的影響力不若以往，

再加上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以來，中亞國家多向北京靠攏，間接影響到莫斯科在

上海合作組織中的地位。俄羅斯為防止其在該組織中進一步孤立，有意邀請印度

加入上海合作組織，藉以平衡中國勢力的過度膨脹，另為緩和北京對印度的疑慮，

莫斯科也同時邀請巴基斯坦入會。不過在邀請印、巴入會的問題上，俄、中態度

的差異性卻極為明顯，俄外長拉夫諾夫（Sergei Lavrov）雖積極支持印、巴兩國

的加入，但中國並不同意。巴基斯坦對此甚為失望，因為北京一向是巴國最緊密

的盟友和支持者。中國的考量在於，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首要宗旨，就是尋求共

同戰略的問題，在美國尚未退出阿富汗，又同時宣佈將重返亞洲，在這種錯綜複

雜的情勢下，如果讓印、巴兩國加入，將徒增成員國在尋求共同戰略問題上的歧

                                                 
41

 《聯合報》，民國 103 年 3 月 23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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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可以發現，為了阻止印度的加入，中國寧可不讓其盟友巴基斯坦的入會。42

其次，由於俄羅斯近年來積極的尋求與越南的合作關係，例如開採位於南中國海

越南大陸架的兩個大型天然氣田，等同於介入了南海事務。43為了表達不滿，中

國在其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上極為罕見的公開批評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並列舉

俄國經濟的六大缺失，包括過度依賴原材料和能源輸出，商業環境並不理想，科

技發展情況錯綜複雜，高度壟斷市場缺乏競爭性，私人公司缺乏資金和自我調適

能力，人口出生率太低勞動力不足等。此項評論令普丁等俄國領導人相當難堪。

44一般認為，俄羅斯與越南在南海的合作關係已經採到中國的紅線，任何非區域

內的國家欲涉入相關問題都將引起中國的防範。顯見中國不單是與印度間始終保

有著顯著的防備以及戰略矛盾，中國與俄羅斯之間也存有隱而未發的分歧。第三，

由於美國重返亞洲的策略，使印、美間戰略靠近。印度藉由擺盪在中、美以及美、

俄等大國間，尋求最大化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在美國一反既有的立場，願意提供

印度先進的武器裝備後，印度便大量的自美國購入許多國家爭取多年仍未能獲得

的系統，例如印度即是首個使用 P-8I 海上巡邏機的國外用戶，一共進口了 8 架，

並在去年陸續交機。而且售予印度的裝備型別皆高於美國向巴基斯坦出口的同類

系統，拉攏的意味明顯。45而美國的加入使得俄式武器獨佔印度市場的地位岌岌

可危。再加上印度向俄羅斯採購的航空母艦「維克拉姆帝亞」號除了不斷的推遲

交艦時程，俄羅斯基於成本考量，又調漲了改裝的費用，引發印度海軍極度的不

滿。而一連串的海試失敗，更種下了印、俄間在此一軍購上衝突的導火線，印、

俄兩國皆將責任歸咎於對方。46印度認為預算的追加卻沒有獲得預期的品質，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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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艦時程不斷推遲，動搖了印度對俄製裝備的信心；俄羅斯卻反駁航空母艦海試

的不順利，乃是因為印方堅持變更部分系統的原始設計，從而降低武器裝備的可

靠性。而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印、俄兩國第五代多功能戰機共同開發生產的合作

案中，2014 年 1 月，印度空軍傳出對於俄羅斯不願轉讓五代戰機（FGFA）的關

鍵技術也同時感到極度的不滿。47這讓印度與俄羅斯在軍事合作上的互信關係出

現了裂痕，而俄羅斯也漸而顯現出對於印、美逐漸走近的防範。 

 

貳、日本對中印關係所起的作用 

不同於美國和俄羅斯在中、印間的錯綜複雜的戰略競合，日本與印度間的關

係可以說明顯而又純粹。即便是「劍指中國」，美國與印度間的戰略靠攏仍不至

於顯現出過於直接的針對性。畢竟，在經貿利益上美國仍相當倚賴與中國的合作

關係；在其它政治議題上，美國亦須依靠中國發揮其大國的影響力，例如北韓問

題。俄羅斯則未若美國般在中、印關係間帶有太多圍堵與制衡中國的思維考量。

俄羅斯與中、印間關係的推展，尋求的是等距的友好。對俄羅斯而言，中國的支

持代表的是國際外交與政治上有力的後盾；而印度則像是一個信得過而長期友好

的事業夥伴，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印度屢屢能得到俄羅斯最新的武器系統，或是

共同研製新型武器裝備的合約。日本選擇直接而毫不掩飾的靠近印度，為的就是

在戰略上來遏制中國。 

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能（資）源嚴重匱乏的海島國家，而印度則地大物博、

資源豐沛，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特別是印度龐大的市場及人力資源，對日本的出

口貿易有著極大的吸引力。48也由於日本經濟發展極度依賴對外出口以及能源的

進口，這也使得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成為日本的生命線。印度位處印度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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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在日本經濟生命線上，是輸運中東石油的重要海上通道，這為印、日的戰略

接近創造了一個有利條件與前提。同時對印度而言，加強與日本的關係將能幫助

印度增加戰略空間。另外，印度與日本均為亞洲舉足輕重的大國，前者是南亞的

區域強權，後者則是當前世界第三大經濟體，49特別是印度近年來在國際間的崛

起，影響力快速上升，日本「拉印制中」的政治考量益趨明顯，50所以，印、日

間合作關係的加強其實是一個時勢上的必然。一如印度著名的戰略家切拉尼

（Braham Chellaney）所言：「印度與日本是天然的盟友，它們沒有基本的利益衝

突，只有利益的共通性，即對亞洲力量失衡的關注」。51
 

長久以來，中、日之間的雙邊關係一直處在一個非和睦的狀態下，即便是在

兩國關係最緩和的 1990 年代，兩國的和睦關係也僅僅維持短短不到 5 年，就因

釣魚台群島主權以及東海油田開採爭議等，而再度打回關係和緩前的狀況。52中

國崛起後，適逢小泉純一郎首相就任。面對北京，他採取了不同於以往首相的政

策，他主張加強與美國的防務合作、提升彈道飛彈防禦、積極擴展自衛隊角色並

出兵伊拉克，並將防衛廳升格為內閣一級單位（防衛省），這種種右傾的政策讓

中、日關係日益緊繃。但讓中、日關係跌宕至谷底的，是小泉純一郎選擇參拜靖

國神社。53日本的政策右傾，很大的因素，是日本政府期藉民族主義轉移人民對

國內長久低迷的經濟困境的關注。54而印度與中國在歷史上長久以來的矛盾，則

為印、日兩國強化雙邊關係提供了有利條件。 

2005 年 4 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印，雙方決定每年至少舉辦一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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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議，同時決定在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加強合作。55
2006 年

10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建立部長級的「日、印戰略對話」機制，在能源、

經濟及安全領域加強兩國的戰略合作。自此，印度在日本對外戰略中開始扮演重

要的角色。同年 12 月，印度總理辛格訪日，雙方宣布將「全球夥伴關係」提升

為「全球戰略夥伴關係」，56這等同宣告了印、日關係的再升級。2008 年 10 月辛

格總理訪日，與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

聯合國改革等問題上加強合作，發表了《印日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和《印日全球

戰略夥伴關係進展聯合宣言》。2009 年 12 月，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對印度進行

訪問。這是 2006 年日印決定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以來，兩國領導人的第四次

例行互訪，也是鳩山就任日本首相後的 3 個半月中與印總理辛格舉行的第三次會

談。印、日兩國發表了關於加強兩國安全保障合作的聯合聲明。聲明包括，兩國

今後每年定期舉行副外長和副防長參加的「2+2」對話，舉行關於確保印度洋海

上通道安全的「海上安全保障對話」，以及在打擊索馬利亞海盜上加強合作等內

容。2011 年 2 月，日本和印度兩國代表在東京正式簽署經濟合作協定。根據協

定，未來 10 年內，占兩國貿易總額 94%的產品的關稅將逐步降至零。印、日兩

國於 2007 年初啟動經濟合作協定談判。這是日本迄今簽署的第 12 個經濟合作協

定。57可以發現，儘管日本首相更迭頻仍，但印、日兩國間的關係卻益顯密切，

這顯示兩國間關係的深化，與乃是基於安全、政治及經貿利益考量後所達成的根

本政策。 

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印度與日本有著諸多的共同利益，兩國針對「中國威

脅論」看法近乎一致，兩國在各種對話中都對中國在軍事上的擴張表達「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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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日兩國都與中國存在著領土與領海爭議，因此，印、日間在軍事上的合作關

係也日益密切。58
2008 年，印、日簽署了《安保共同宣言》，這使印、日關係上

升到了日本與澳洲等同的地位。59
2009 年，印度海軍組成特遣艦隊，參加美、日

在沖繩以東海域舉行的代號為「馬拉巴爾 09」（Malabar 09）的聯合演習。60這次

的演習使得印度不再侷限於印度洋，有了更多的機會與舞台涉足於太平洋事務。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2013 年 12 月底，日本海上自衛隊和印度海軍在印

度洋舉行了兩國自 2012 年以來的第二次海上聯合軍演，印、日共同參加的多邊

海上軍演被認為是兩國防衛合作的支柱。同時，日本正致力於向印度出口 US-2

水上飛機，這將在日本武器出口慣例（即武器出口三原則）方面創下新的先例，

61反映出安倍希望借此改變日本防衛政策的固有機制，重新整合日本國防工業。

2013 年 11 月 23 日，面對中、日在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中國國防部宣布劃設「東

海防空識別區」，並公告要求對於不配合識別或不服指令的航空器，中國將「採

取防禦性緊急處置措施」。62這項政策引發日本的強烈反彈，而中、日之間的關

係對峙的越嚴重，就越發加速印、日兩國的接近。自 2012 年上任以來，安倍的

足跡遍及全球，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尋求制衡中國的影響。2014 年 1 月 26 日，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參加印度國慶閱兵式，兩國的領導人在會晤中決定，將把印、日

海軍聯合軍演常態化。63
2014 年 4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出訪日本，並表示「尖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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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島（釣魚台列嶼）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顯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除了加

速印、日的靠攏，也給予了美國趁隙而入的機會。而北京也注意到，蘇聯對日本

的威脅消失後，中國就被用來取代從前蘇聯的角色定位，做為壯大自衛隊實力的

最佳依據。64
 

 

第三節  從地緣戰略角度看其他影響中印關係的國家 

 

面對中國的崛起以及印度的急起直追，國際社會中不管是已開發或是開發中

國家都亟欲與中、印兩國建立關係，但能夠在中、印間扮演影響角色的國家，多

屬與兩國擁有共同地緣因素的鄰近國家。屏除了大國因素外，在地緣戰略上同時

攸關或影響中國與印度關係的國家或國際組織，可區分為南亞鄰近諸國、中亞各

國以及東協各國等。在南亞鄰近各國部分，諸如尼泊爾、不丹、孟加拉或斯里蘭

卡等鄰近的國家，由於所位處的地理位置，對印度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其

中，尼泊爾與印度北方省份有著有著密切關係；孟加拉與印度的西孟加拉省擁有

相同的語言；而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與印度的泰米爾納德省亦有著深遠的淵源。

這使得這些鄰近國家長期以來皆屬於印度的勢力範圍。65以尼泊爾為例，印度現

今仍持續在影響尼泊爾的國內政治，印度甚至對尼泊爾進行了規模甚大的外援計

畫，這其中包括了教育交流、經濟援助以及水資源的供應。66對印度而言，尼泊

爾是抗拒中國勢力的地理緩衝。其他諸如孟加拉與斯里蘭卡等國，即使未見得與

印度政策方針有著一致的對應，但由於這些國家普遍依賴印度甚深，讓印度與這

些國家的區域外交政策均帶有國內事務的特質，67中國在此區的勢力即使與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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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有消長，卻從未真正的取而代之。再加上這些國家國力孱弱，對中、印間長期

以來的關係發展並未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總體而言，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並不大。 

其次，位處中亞的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及烏茲別克等中亞各國，由於

龐大的石油與天然氣蘊藏量，讓急速發展的中國與印度不約而同的將目光投向中

亞地區。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組織在上海正式成立，這些中亞國家與中

國建立了特殊的同盟關係，除了在反恐、軍事、能源及經貿等領域加強合作外，

更在文化與教育合作上奠下合作基礎。68
2005 年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正式觀察

員，這除了有助於強化與中亞國家間的關係，對於反恐及救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的合作更是與中國有著共同的利益。此外，中、印兩國因為國家發展的需求，都

積極的與中亞各國針對連接波斯灣及裏海等地區的能源輸送管線的鋪設進行合

作，其中印度因擔憂部分途經巴基斯坦管線的能源輸送安全，而希冀與中國一同

參與管線的鋪設。對印度而言，與中國的合作將有助於確保能源輸送的安全，69

這也促進了兩國的合作關係。也由於中亞地區對中國與印度而言，乃是以合作作

為關係推展的主軸，共同相關聯的因素絕大多數集中於能源與反恐的層面，而後

者對中、印兩國而言有著共同的利益。加上中亞各國從前均為印度的舊盟邦蘇聯

的附庸國，對他們而言，與印度打交道要比與巴基斯坦打交道要來的熟悉。儘管

皆信奉伊斯蘭教，但因為受到蘇聯 50 年的統治，使中亞各國並不像巴基斯坦那

麼強調回教傳統，卻反而將巴基斯坦視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同路人，並對其感

到恐懼。70在這個區域，兩國有著共同的利益，卻沒有難以化解的矛盾，就地緣

政治角度而言，中亞各國對中、印兩國的影響甚至不若巴基斯坦來的深遠。 

另一個在地緣上同時攸關中、印兩國的就是位處東南亞的東協各國了。當印

度逐步進行本身的經濟自由化後，大幅調整了以往否定東南亞經濟實力的態度，

將東南亞國家做為戰略突破的中心，進行政治及經貿等合作，於是「東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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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運而生。71
1993 年印度與東協貿易額占東協總貿易額的 0.7%，2003 年這一數

據上升到 1.5%，2008 年上升到 2.8%。其上升速度僅次於印度與中國貿易在東協

總貿易中所占份額的增長速度。2010 年雙方貿易額增長了 32%，達到 579 億美

元；印度對東協的直接投資所占東協吸引外資比例也由 2008 年的 1.2%上升到

2010 年的 3.4%。72在印度推行東向政策以後，印度與東協的貿易可謂快速發展

（如表 5-1）。除了經濟上的合作互動外，印度也與東協各國深化各領域關係的開

展。這其中包括了與越南、馬來西亞在軍事上的擴大國防合作協議，73以及與越

南在爭議海域協議共同開發石油。74印度的東向政策以及對麻六甲海峽的介入，

很大的程度上是出於自身的戰略考量。印度最根本的動機是為了強化自己在印度

洋上的領導地位，由於麻六甲海峽位處於扼控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關鍵位置，控

制了麻六甲海峽等於杜絕了區域外大國，特別是中國的潛在威脅。75事實上，東

協各國對印度的接納，極大的因素是希冀印度能夠在經貿以及安全問題上，對中

國發揮牽制的作用。但是對東協各國來說，印度在經濟上的驅動力遠不如中國來

的強大，而在安全問題上東協各國又很難掌握印度介入的程度，尤其當安全問題

涉及麻六甲海峽以及南中國海等範疇時，任何貿然的舉措，都可能將東協長期以

來致力開展對中國關係的努力化為泡影，76因為前者是中國能源輸入的咽喉，後

者則攸關了中國領土與主權的核心利益。可以說，任何可能引發中國反擊與對抗

的行為，都不大可能受到東協國家的歡迎。加上東協成員國間的立場互異，難以

形成一個反對中國的共同立場。以南海主權糾紛為例，中國與越南和菲律賓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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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發生爭議，越南和菲律賓指責中國騷擾各自在有爭議水域的船隻活動。2014

年 5 月，中國同時與越南及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引爆爭端，菲律賓海警在半月礁

附近的海域拘捕了 11 名中國漁民，77而越南則抗議中國在赤瓜礁進行大規模填

海作業。78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因而在 2014 年東南亞國協高峰會前夕，呼籲東協

各國就南海問題採取齊一的立場，支持透過國際仲裁解決領土爭議所造成的衝突。

但希望採取強硬態度的除了菲、越兩國外，新加坡與泰國等無領土爭議國家卻不

願選邊站，長期與中國友好的柬埔寨甚至直接表態支持中國，迫使東協發表聲明，

坦承無法就南海爭端達成共識，並且不會將相關問題「國際化」。79由此可見，

即使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在利益上存有矛盾，但只有當東協全體會員國立場一致的

時候，東協才會對中、印關係產生影響，若就任何單一成員國而論，在地緣上攸

關中、印關係的國家就非緬甸莫屬了。 

在中南半島地緣政治格局中，緬甸的地緣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是中

南半島國家中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又擁有豐沛的能源及天然資源；另一方面，

由於同時毗鄰於中國與印度，在中、印崛起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必將出現一定

程度的競爭，這時緬甸便成為兩國競相拉攏用以制衡對方的對象。80另外，緬甸

的地理位置上屬於一個印度洋國家，又與中國陸地邊界直接相連，因此緬甸在中

國遂行印度洋戰略、確保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利益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緬甸可

以說是中國進入印度洋的捷徑。81畢竟，穩定的原油供應可謂中國經濟持續發展

的保障，而海上石油運輸線及跨境油管輸運的安全更直接關係到中國的經濟安全。

長久以來，中、緬關係一直處於友好的狀態，為了減低對麻六甲海峽這條能源輸

運線的依賴，中、緬在 2004 年開啟了舖建油氣管線的雙邊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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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印度和東協進出口貿易統計（1991-2011年）（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余芳瓊，〈東向政策框架下的印度與東協經貿關係〉，《亞太經濟》（福州），第 5

期（2012 年），頁 62。 

 

2009 年 3 月，中國與緬甸簽署了《關於建設中緬原油和天然氣管道的政府

協議》，該條管線並於 2013 年竣工，這條始於緬甸西海岸終至中國雲南省，全長

800 公里的天然氣管道將能夠滿足中國四分之一的天然氣需求。82另外，緬甸在

1992 年邀請中國協助恢復海軍設施，自那時起，中國專家相繼協助緬甸在可可

                                                 
82

 中緬天然氣管道貫通到雲南 繞過馬六甲滿足 1/4 用氣量，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5/c_124811918.htm, 

accessed May 13, 2014. 

年份 出口到東協 由東協進口 總額 

1991 9.98 8.49 18.47 

1992 12.83 6.19 19.02 

1993 14.30 14.84 29.14 

1994 15.47 19.90 35.37 

1995 18.38 28.21 46.59 

1996-1997 29.02 29.34 58.36 

1997-1998 24.65 33.96 58.61 

1998-1999 16.30 43.17 59.47 

1999-2000 22.38 46.29 68.87 

2000-2001 29.14 41.47 70.61 

2001-2002 34.57 43.87 78.44 

2002-2003 46.19 51.50 97.69 

2003-2004 58.22 74.33 132.55 

2004-2005 84.26 91.15 175.41 

2005-2006 104.11 108.84 212.95 

2006-2007 126.07 181.08 307.15 

2007-2008 164.13 226.75 390.88 

2008-2009 191.41 262.02 453.43 

2009-2010 181.14 257.98 439.12 

2010-2011 272.78 306.08 578.86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5/c_1248119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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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Coco Island）建立電偵站，並為緬甸海均恢復實兌（Sitttwe）、皎漂（Kyaukpyu）

及墨吉（Mergui）等軍港設施，使其艦艇能遠航至孟加拉灣，同時中國尚於緬甸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修建漢依島（Hianggyi）海軍基地，在中國的協助下，緬甸、

巴基斯坦於孟加拉灣實施軍事演習。83
2011 年 5 月，緬甸總統登盛訪問中國，兩

國簽署了《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雙邊關係升級為「全

面戰略合作關係」。84目前，中國政在緬甸皎漂港（Kyaukpyu）擴建深水碼頭，

水深達 20 公尺，可容納載貨達 4000 個標準貨櫃的船隻停靠，而該港將以公路與

雲南省會昆明銜接，成為中國開發大西部中的重要國際出海口。85
 

儘管中、緬雙方的長期友好態勢，但雙邊關係並非是牢不可破的。特別是印

度實施東向政策以來，將這個毗鄰的東南亞大國列為關係改善最重要的經營對象。

1993 年，印度重新調整對緬甸的外交政策，在經過 20 年的關係推展，印度與緬

甸的關係已僅次於中、緬關係，印、緬在軍事上的合作程度甚有逐漸超過了中、

緬合作程度的態勢。據《印度時報》報道，2013 年 1 月，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

訪緬時，行程的重點將針對緬甸武裝部隊的邊境管理和能力建設展開，以抗衡中

國對緬甸的深層戰略影響。印度國防部官員也透露，印、緬兩國正在合作制定邊

界管理備忘錄，該備忘錄內容包括邊境建設發展、在兩國長達 1,643 公里的陸地

邊界上展開防衛合作等。此外，印度還針對緬甸空軍飛行員進行培訓，允許更多

的緬甸人員進入印度陸軍機構進行訓練，以及為緬甸提供海上巡邏機、海軍艦艇、

迫擊砲、榴彈發射器、步槍等武器及其他軍事電子設備等軍事硬件和軟體設施。

86
2012 年 7 月，印度總理辛格訪問緬甸，成為 25 年以來首位訪問緬甸的印度總

理，印、緬關係進入一個全新而友好的階段。從長遠來看，中國試圖跨足印度洋

範圍的任何舉措無疑都將會引起印度的猜疑，印度強化與緬甸的關係可視為與中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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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爭奪在緬甸的影響力。87印度尤其擔心中、緬關係的再強化以及解放軍海軍立

足孟加拉灣的可能性，由於特殊的地緣戰略地位，緬甸無可避免的成為中、印印

度洋戰略中的重要環節，緬甸的地緣位置對於印度落實「東向政策」、能源安全、

制衡中國在東協國家間日益強化的影響力都至關重要。88中、緬關係中存在複雜

的問題阻礙著中國跨足印度洋，特別是印度決不樂見緬甸成為中國借道進入印度

洋的捷徑。89可以預見的是，拉攏與深化與緬甸的關係將是中、印兩國所共同的

方針。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緬甸成為東協成員國中，影響中、印兩國關係最

關鍵的一個國家。 

 

小結 

由以上幾點可以看出，在中、印、美、俄、日及東協等多邊關係中，印、日

關係遠較之中、印或者是中、日關係來得更為緊密。俄羅斯則是少數對兩國關係

有著正面影響的國家。東協各國則因有著不同的國家利益，對中、印兩國並未能

整合成一致的立場。另外，由於歷史及現實因素，再加上印度與日本外交緊密的

配合著美國的政策，也就是遏制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使得美國因素恰如印、

日兩國間的接合劑，確立了兩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但即便如此，印度與日本甚

或是美國之間仍然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就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論，印度對中國的

提防，乃在於防範中國干預印度在南亞及印度洋的主導地位，就像是防止鄰居在

自家後院升火紮營一樣。印度涉足於南海很大的因素是對於中國進入印度洋的一

種反制，像是發出一個訊號－「你可以來，我就可以去」，對於這一點，中國必

定也有相同的體悟。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印度涉足於南海事務，中國並未有

激烈的反應或是抵制行為，中國的強硬仍多是針對於那些聲稱擁有南海主權的國

                                                 
87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82。 
88

 華強，〈中印為印度洋戰略博弈緬甸〉，《亞太防務雜誌》，第 55 期（2012 年），頁 65。 
89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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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同於印度防範中國的考量，美國與日本所採取的是權力平衡的思維，也就

是藉由結盟的方式達成一致的對外行為。即使這兩個國家在地理上並不與南海及

印度洋直接關聯，但它們仍然希望聯合與中國有著矛盾關係的國家來對制衡中國。

或者可以這麼說，印度的種種作為是出於自我防衛以及本身的不安全感；而美、

日兩國卻是在保護自己的既有利益。這一點相信中國也必然看在眼裡。對中國而

言，一個有誤會的鄰居總比一個不懷好意的鄰居要來的可靠而值得信賴。簡單來

說，中國對美、日兩國間的交往政策仍難脫「競爭」的本質；但與印度方面，中

國或可透過兩國合作關係的深化，來調整兩國交往的基調，因為中國與印度先天

上並非宿敵，有的僅是歷史因素所造成結構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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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縱觀中、印兩國關係發展可以發現，兩國從跌宕起伏的外交關係，緩步的朝

向修補雙邊關係發展，特別是在中國崛起以後，印度深化與中國合作關係的傾向

相當的明顯，不管是政治、軍事、非傳統安全乃至於最顯著的經貿層面，這說明

了印度的領導階層在外交戰略上採取了更為務實而前瞻的思維，而揚棄了過往的

民族主義思考模式的箝制。這就像是 1972 年中國政府願意採取務實的態度與日

本建交一般，在這背後對於淡化歷史仇恨所必須付出的努力是難以估量的，特別

是當時的中國尚在極權統治下，而印度則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國家。這顯示印度在

對中國外交思維的調整，並非屬領導人的個人意志，而應是符合國家根本的利益

的。但透過本文的研究仍不難發現，當前中、印之間雖同時存有競爭與合作關係，

但合作的層面仍不若競爭關係來的廣泛。即使在各個領域兩國均存有共同利益，

但普遍來說，防範的思維仍深植於彼此的政策考量中。特別是在政治與軍事領域，

雙方即便都有合作的共識，也簽署了多項的合作協議，但合作的深度相較其他領

域來說仍不成比例。 

 

壹、研究發現 

對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三個關鍵問題有以下幾點發現：  

第一，在中國崛起後，中、印兩國關係都有默契的的朝向「以合作來取代競

爭」的趨勢來發展。當前的中國與印度考量自身的發展，都不願意讓雙邊關係重

新回到 2003 年以前的水準，這一點在中國方面可以從 2013 年中國總理李克強首

次外訪就選擇了印度，可以看出中國新一屆的領導班子亦調整了對印度外交的優

先順序，也顯示對中、印關係的重視程度。而從印度方面也可以從中、印在邊界

「帳篷對峙」的衝突上，並未採取過激、過大的言論與動作，這可以看出兩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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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破壞雙邊關係，甚至在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就位後，印度在心態上應可解讀

為對中國新領導人是存有期待的。在 2013 年，兩國總理在同一年互訪，這也是

中、印關係 60 年以來的第一次，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與印度關係的再深化是

可以預期的。 

第二，分析影響中、印兩國競爭與合作的因素可以發現，兩國在軍事與安全

問題上仍缺乏互信，形成競爭大於合作的態勢，主要原因還是歷史因素以及結構

性矛盾，造成兩國在軍事上針鋒相對的競爭態勢未有稍減，這點可以由兩國競相

佈署長程導彈和航空母艦等戰略性武器，以及邊界針對性的軍事對峙即可觀之；

另外，作為中國崛起最重要的指標，經貿領域的合作關係也是促使印度中國政策

轉向最主要著眼點，故在的經貿領域上，中、印間呈現出合作大於競爭的態勢，

兩國不僅合作的範圍廣泛，雙邊交流與合作也日益加深，除了在區域國際組織及

新興能源的開發問題上，合作關係符合兩國最大利益，雙邊的貿易特性亦存在著

高度的互補性，這將有利兩國深化經貿的互賴與依存。故任何觸及兩國結構性矛

盾的因素，諸如中國西進印度洋、印度東向南中國海的國家戰略，或是雙邊對領

土主張的分歧等，都難以避免的衍生成兩國的競爭，這樣的競爭關係在傳統安全

領域最為明顯。而我們也可以發現，在對兩國經貿發展有利的因素上，列如確保

能源安全、反恐及貿易互惠等層面，即使存在有競爭，但透過對話、交流，兩國

的競爭還是能夠逐漸趨緩，並逐步朝向合作邁進，甚將外溢至政治或是非傳統安

全領域。 

第三，透過本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大國因素在中、印關係間所扮演的角色，

同時存在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首先，俄羅斯在克里米亞「脫烏投俄」的事件後，

將更加需要來自於中國的支持，中、印兩國關係若能保持友好，將符合俄羅斯的

國家利益。因為一旦中、印間出現緊張，將打破俄羅斯與中、印間的等距外交，

俄羅斯將被迫在兩國間選邊站。中國這邊代表的是國際政治上的支持力量，俄國

在中國擁有包含經貿及能源等龐大的利益；而印度則是俄羅斯最大的武器出口市

場。選擇任何一邊當造成俄羅斯難以估計的損失。特別是如果這種情形一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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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俄羅斯選擇支持印度，那麼俄羅斯將名符其實的孤立於世界；而若選擇倒向中

國，這將加速使印度靠向美國。所以展望未來，俄羅斯將在中、印關係開展上發

揮正面促進作用。 

此外，當前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已經轉為「全方位多層次的結盟」

（multi-alignment）政策，1以藉此來抗衡中國。然而，中、印間的矛盾一時間可

能尚且無法解決，但隨著兩國交流深化，政府及人民的友好程度也將有良性進展，

畢竟，中、印間先天上並不敵對。對印度而言，對中國的提防尚不及對巴基斯坦

的防備，在印、巴關係間，有時中國甚至扮演著雙邊關係促進的潤滑劑，這一點

從中、印在中亞地區的能源合作模式即可觀之。但是美、日兩國則有所不同，它

們與中國是真正利益上的衝突者。為了確保全球霸權地位，一個崛起的中國與美

國的矛盾只會持續加深，沒有放緩的空間；甚至對中國來說，日本基於歷史的經

驗，已經讓中國對之存有根深蒂固的敵意，日本民族主義勢力的抬頭以及它與美

國同盟的關係，將更使得中、日裂痕加劇，故美、日兩國對中、印的關係的發展

所扮演的將是負面而對抗性的作用。而在中國與印度間的結構性矛盾解決之前，

美、日仍將透過拉攏印度來獲取所望之利益，但印度卻未必願意同時向美、日靠

攏。即使在許多問題上印度仍不得不聽命於美國，但其獨立外交與不結盟的國家

性格鮮明，印度絕不情願事事跟隨於美國或擔任它的代理人。2所以，美、日基

於「圍堵」中國來聯合印度的種種作為，印度願意配合到什麼程度、能收多少成

效等，殊值觀察。 

展望中、印兩國關係的發展前景，在完成了本論文的研究後可以歸結出以下

幾點發現與啟示：首先，在領土爭議問題上，中國應不至於與各國全面的交惡。

當前與中國存有領土問題的國家，除了印度與日本外，尚包含了菲律賓與越南等。

但菲、越兩國太弱，在經貿上亦深度依賴中國，能擴大爭議的國家就屬印度與日

本了。自 2013 年起，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主權爭議的衝突有越演越烈的跡象，

                                                 
1
 喻常森，《亞太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認知與反應》，（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頁 144。 

2
 史蒂芬．柯恩（Stephen Philip Cohen），《印度－成形中的強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3 年），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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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同時中、印間也存在著阿努納恰爾邦（中國稱藏南）的疆界問題。從歷史的

角度來看，任何一個崛起的強權都極力避免同時在兩面甚至三面樹敵，不管是二

戰時期的德國甚或是冷戰時期的蘇聯皆然。3對中國來說，為了避免多面樹敵而

備多力分，與日本的關係越緊張，對於尋求對印關係友好的傾向應該越強，此點

應該是持續中、印關係和睦的另一個促進因素。 

其次，人民黨的領導人未必將斲傷中、印間的關係推展。中、印關係的幾次

低潮，例如 1998 年的核子試爆等，皆是人民黨執政時期推行的政策所致。不少

觀察家認為，在對外政策尤其是中、印關係上，具有印度教民族主義傾向的莫迪

（Narendra Modi）在未來的對中國政策上將更為激進，尤其是在邊界問題上，

人民黨將奉行「強硬」的政策以迎合國內輿論，由此將導致中、印關係進入新的

調適期。4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民黨的民族主義色彩未必象徵中、印關係的

倒退。反倒是國大黨由於背負著 1962 年戰敗的包袱，對於領土問題經常必須採

取更為強硬的政策，以避免被對手批評「親中」或者是軟弱，而人民黨卻不需要

不斷強調其對中國強硬的印象，從而能夠從較為務實而自信的態度來處理兩國之

間的紛爭。從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印度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擴大與外部

經濟體的經貿合作，吸引投資與加強貿易聯繫應屬印度新政府對外政策的重點，

儘管要莫迪政府全面推翻中、印邊界問題上的既有立場並不切實際，但就中、印

已經達成的共識、形成的機制和簽署的協議而論，莫迪政府不大可能在現有的基

礎上後退。 

 

貳、未來研究建議 

在未來研究的建議上，後達賴時期乃至於達賴的去世是否將衝擊中、印關係，

這將是未來中、印兩國關係的重要觀察點。對整體對華政策長期不友好的印度來

                                                 
3
 平可夫，〈中國要在東西兩線樹敵？〉，《漢和防務評論》，第 107 期（2013 年），頁 56。 

4
 莫迪能否為印度帶來彩虹，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23&kindid=0&docid=103208674, accessed 

May 29, 2014. 

http://hk.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23&kindid=0&docid=10320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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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印間對於西藏問題長久以來是各有各的盤算的。中國總是反覆的要求印

度能夠清楚的陳明「西藏乃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這一點應與中國

對印度的西藏政策感到疑慮與不信任有關；而印度卻也剛好抓住這一點，把西藏

問題當作其對中國外交關係上的一張好牌，以藉此來做為喀什米爾地位問題的重

要籌碼。由於兩國在達賴與西藏問題上缺乏溝通與互信機制，加上印度的中國政

策在本質上並未有任何的質變，仍舊以防範作為其對中國的主要思維，使印度即

使在兩國密切的合作當中依舊存在著安全上的焦慮。在後達賴時期，達賴的接班

人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於 2011 年 4 月正式當選西藏流亡政府總理。5洛

桑桑蓋以鷹派及強硬立場著稱，對於追求西藏獨立採取比達賴更為激進的態度。

後達賴時期與達賴的去世，會不會將益加激化流亡藏人對中國政府的反對態度，

使得西藏獨立問題走向類似「疆獨」的恐怖主義化，對尚且平穩的中、印關係中

造成巨大的衝擊，這將端看印度新領導人的態度，是要繼續借重這張好牌當做籌

碼呢，還是從而徹底改善與強化與中國的關係？此點尚待觀察，也需要更多的文

獻資料佐證與分析，殊為未來在研究上一個值得探討的方向。 

綜上所述，要指望雙方做出重大的戰略調整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中、印各自

的背後所肩負的是 13 億及 12 億人的壓力。既然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任何大的

政策轉圜，那麼，能否對結構性矛盾採取戰略忽視的態度，將決定兩國未來互動

的格局。中國與印度只要都有力圖合作並且不打破現狀的默契，兩國關係就有繼

續升溫的空間。若以一句話來總結中國崛起後中、印關係的展望，那就是「競爭

不會消失，合作將可維持」。 

                                                 
5
 洛桑桑蓋成達賴接班人，文匯報（香港），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4/28/CH1104280037.htm, accessed May 30, 2014. 

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4/28/CH11042800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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