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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Yang, Jenn-Sheng）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前　言

北京政府在今年 ( 2 0 0 6 )年初發表了對非洲政策白皮書，讓近年來中國在非洲大

陸的外交發展，有了較為具體的呈現，其重要性不下於1955年周恩來所發表的「和

平共處五項原則」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而其各項意涵更有可能對我

國在非洲的外交工作形成莫大的威脅與挑戰，值得我們予以高度的重視。

貳、歷史背景

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中國大陸自 1 9 5 5年萬隆會議 ( Bandung Conference)將其定位為第三世界的領導

人，並發表對外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就以反對殖民主義為號召，積極

拉攏非洲國家。中共總理周恩來在1963年12月展開兩個月的非洲10國訪問，並揭櫫

中共對非洲外交關係指導綱領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

八項原則」 (Eight Principles Governing Chinese Foreign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id)。「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是萬隆會議 (Bandung  Confe rence )的主張，包括了 (一 )有平等的國

家權力、 (二 )互不侵略、 (三 )互不干涉內政、 (四 )有平等權利 ,互利互惠； (五 )和平共

存。它是中共外交的最高指導綱領，當然也適用於非洲。

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

「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則是周恩來在訪問非洲期間，在與馬利共

和國在1 9 6 4年的聯合公報中所提出者，包括 (一 )中國政府一貫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

對外提供援助，從來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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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對外提供援助的時候，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

不要求任何特權； (三 )中國政府以無息或者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經濟援助，在需要

的時候延長還款期限，以儘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 (四 )中國政府對外提供援助的目

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

立發展的道路； (五 )中國政府幫助受援國建設的項目，力求投資少，收效快，使受

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 (六 )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

的設備和物資，並且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如果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設備和物資

不合乎商定的規格和質量，中國政府保證退換； (七 )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

術援助的時候，保證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 (八 )中國政府派到受

援國幫助進行建設的專家，同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

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自周恩來宣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後的50年來，這個宣示並沒有因時空的

改變而必須揚棄，中共領導人仍然經常提及這個它外交關係的指導原則。「中國對

外經濟技術援助8項原則」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尚未高度發展之前，雖然它曾不顧國內

的經濟需要，協助非洲國家的發展，但畢竟它仍忙於國內的各項運動和權力鬥爭，

而無暇照顧非洲友邦，宣示意義大於實質作用。

三、90 年代以後的新發展

由於非洲在第三世界中，不單沒有類似拉丁美洲和世界超強美國的緊密關係，

且不斷有新的國家獨立，因而成為中共可以在國際間極力拉攏、擴大外交關係的對

象。不過在 9 0年代以前，由於蘇聯仍然存在，中共在非洲的競逐戰中，如安哥拉

和非洲之角等地區，多少還是帶有和莫斯科爭奪影響力量的意味。不過，在冷戰結

束、蘇聯解體後，這個因素已經排除。反倒是在中共歷經改革開放後，經濟實力日

益增強，並且已完全融入世界貿易體系。因此，在傳統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結盟

關係外，包括獲取原料和能源在內的經貿合作，也成為重要的考量因素。

1 9 9 6年 5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非洲 6國 (肯亞、衣索匹亞、埃及、馬

利、納米比亞及辛巴威 )，  提出與非洲關係的五點建議： (一 )真誠友好，彼此成為可

以信賴的「全天候朋友」； (二 )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 (三 )互

利互惠，謀求共同發展； (四 )加強磋商，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 (五 )面向未來，

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為了構築長期穩定的中非友好合作框架，江澤民乃倡議

成立「中非合作論壇」，作為中共與非洲的新關係，此倡議在4年之後獲得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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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非合作論壇

中共在2000年於北京召開了「中非合作論壇」，雖然此會議是以倡導國際多邊

主義、提升中國大陸與非洲經貿關係及解決開發中國家共同問題為主要的焦點，但

是中共藉此展示其經貿大國的實力，爭取第三世界支持以與美國相互抗衡，並對我

國外交工作作出挑戰的意圖已相當明顯。

2003年11月，中共總理溫家寶出席了在衣索匹亞首都阿迪斯阿巴巴舉行的第二

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北京派出政府領導人參與盛事，代表它對此項會

議的重視，也代表這個論壇的制度化。在「中非合作論壇」的後續發展方面，2004

年10月在北京舉行「中非人權研討會」，來自非洲27個國家的代表與中國政府相關

部會的官員和專家學者，以人權與主權的關係、司法實踐中的人權保護和國際人權

合作三大議題進行探討。此次會議增進了中國與非洲在國際事務，特別是人權領域

的相互理解，促進了雙方在人權領域的對話、交流與合作

此外，由「中非合作論壇」衍生出的第一屆「中非青年合作論壇」也在2004年

8月舉行，有44個非洲國家的100多名青年領袖參與這項活動，讓北京更加深化它在

非洲外交工作的紮根工作。今年下半年將舉行第3屆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政府

在此時發表對非洲政策白皮書，當然是有意提升其位階，並全面強化其與非洲國家

的關係，可以說是我國外交工作方面的一項警訊。

肆、2006 年中國非洲政策白皮書

除了前言之外，此政策白皮書一共分成六個部分：

一、非洲的地位和角色

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

三、中國的非洲政策

四、強化中國與非洲的全面合作

五、中非合作論壇及其後續

六、中國與非洲區域組織的關係

在前言中，此白皮書首先強調的是新世紀國際體系的兩大重要價值：和平與發

展，並指出雖然它們是人類所持續擁抱的共同願望，但在國際體系仍然不穩定的情

況下，是不能夠輕易實現地。中國以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做為它外交政

策的基礎，希望藉此仍對世界的和平、安定與共榮有所貢獻。非洲大陸擁有全世界

數量最多的開發中國家，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此白皮書就是要明白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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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非洲政策的內涵及落實的方式，並舉出雙方未來合作的方向。

第一部分介紹了非洲的相關背景，標示非洲脫離殖民統治、爭取獨立建國的

努力，為其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非洲聯盟及其近來所推動的「非洲發展新夥伴

關係」 (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
,
s Development，簡稱NEPAD)則是非洲未來復興的藍

圖。非洲國家在「南南合作」 ( South-South Cooperation )及「南北對話」 (North South 

Dialogue)方面，都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在第二部分的中國與非洲關係方面，由於雙方都有對抗殖民統治的歷史經驗，

因而促成了深厚的友誼。長期以來，雙方政治緊密結合，領導人互相訪問，近年則

是在經貿合作方面有快速的發展。中國大陸盡力提供外援給非洲各國，後者亦在許

多國際場合給予中國強力的支持。雙方交流及合作的基礎就是真誠、對等、互利、

團結及共榮等原則。

第三部分將這些原則歸納為中國非洲政策的四大原則及目標： (一 )真誠、友誼

及對等； (二 )互利、互惠及共榮； (三 )相互支持及緊密協調； (四 )相互學習及追求發

展。中國將以「和平共存五原則」為基礎，並透過對非洲的各項經貿合作，實現前

兩項原則及目標。雙方亦將在聯合國及其他多邊體制中強化合作關係，讓非洲的和

平與發展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此外，中國也將與非洲進行教育、科技、文化及衛

生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促成非洲的永續發展。最後，北京方面強調「一個中國」原

則仍是中國與非洲建立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

第四部分是整個中國非洲政策白皮書中最長的一部分，它對強化中國與非洲

的全面合作關係，做了極為詳盡的說明。雙方的全面合作共分四個層次，包括了政

治、經濟、教科文及和平安全。在政治領域方面有六個項目： (一 )高層的互訪、 (二

)國會的交流、 (三 )政黨的交流、 (四 )諮商機制的建立、 (五 )國際事務的合作及 (六 )

地方政府的交流。

在經濟領域方面，合作的項目有 (一 )貿易、 (二 )投資、 (三 )金融合作、 (四 )農

業合作、 (五 )基礎建設、 (六 )資源合作、 (七 )旅遊合作、 (八 )外債減免及救助、 (九 )

經濟援助及 (十 )多邊合作。教科文方面的合作項目亦為十項，包括 (一 )人力資源發

展及教育的合作、 (二 )科技合作、 (三 )文化交流、 (四 )醫療及衛生合作、 (五 )媒體合

作、 (六 )行政部門的合作、 (七 )領事外交的合作、 (八 )人民與人民的交流、 (九 )環境

議題的合作、 (十 )降低天災損失、救濟及人道援助。最後，在和平與安全方面，雙

方的合作項目則是 (一 )軍事合作、 (二 )衝突解決及維和行動、 (三 )司法及警政合作及

(四 )非傳統安全的領域。

第五部分的「中非合作論壇」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是近年來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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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發展的焦點。此論壇在公元兩千年成立後，就成為中國與非洲進行共同對話及

多邊合作的重要機制。北京方面非常重視此論壇，致力與非洲國家合作，共同實現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宣言」 (Beijing Declaration of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中非經濟暨社會發展合作計畫」 (Program for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中非合作論壇2 0 0 4 - 2 0 0 6阿迪斯阿巴巴行動計畫」 (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Addis Ababa Action Plan (2004-2006))及後續行動計畫。最後，雙

方將尋求途徑，讓「中非合作論壇」與「非洲發展新夥伴關係」共同結合，以推動

非洲的全面發展。

白皮書第六部分的主題是中國與非洲區域組織的關係，強調中國瞭解非洲聯盟

在保障區域和平穩定及推動非洲團結發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將會對此

區域性的國際組織給予強力的支持，也希望能強化和次區域國際組織的合作關係。

伍、白皮書的研析與結論

雖然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快速，已成為全球重要的貿易大國，但它仍以

第三世界的領導人自居，藉著與開發中國家的結盟，在國際政治運作中換取最大的

國家利益。中共的這分非洲政策白皮書，很明顯地就是要與開發中國家占大多數的

非洲大陸有更緊密的結合。

在白皮書的外交辭令及項目內容的背後，比較值得我們重視的有以下幾點。第

一、在中國非洲政策的四項原則與目標之外，北京政府特別強調「一個中國」為它

與非洲國家發展關係的政治基礎。中共在非洲目前有47個邦交國，因此這個宣示的

對象當然是尚未與中共建交的6個非洲國家。北京有意提醒這些國家「一個中國」原

則將是雙方發展外交關係、建立邦交的前提。

第二、去年聯合國討論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提案，身為國際強權的中國自

然不便反對宿敵日本及印度的加入，但靠著非洲國家對否決權的堅持而使提案遭到

挫敗，中共的國家利益獲得保障，因此特別在白皮書中表示要與非洲國家在聯合國

及其他國際組織中有更全面的合作。我國雖然參與的國際組織有限，但若是中共的

非洲邦交國全面反對我國各項會籍的申請，自然會更壓縮我國的國際外交空間。

第三、在經貿合作方面，北京政府若是挾帶著其新興的經濟力量與非洲的次區

域組織進行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將會對我國僅有的6個邦交國造成極大的衝擊。我國

是否對此有應變的對策？若有對策，它是否足以保住邦交國不至動搖？

最後，第三屆的「中非合作論壇」即將召開，若是我邦交國欲派代表與會，我

們該如何因應？若是北京承諾更多的外債豁免及經貿援助給其邦交國，我國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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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作外交競逐，提高我國給予邦交國的經貿援助？

無可否認地， 2 0 0 6年中國非洲政策白皮書的出爐及年底第 3屆「中非合作論

壇」的召開，將會讓雙方的關係有更緊密的結合。這不僅會是對我國外交生存空間

的挑戰，也會衝擊到國際政治中的合縱連橫，我們也應隨時注意超級強權美國對此

發展的反應，做為制訂對策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