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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2 年 7 月 19 日至 21 日，每 3 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論壇第 5 屆部長會

議在北京舉行，除 50 個國家的部長級官員與會，尚有十多位非洲國家元首及政

府領導人出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因此即使不如 2006 年有四十多

國元首參加的元首高峰會盛況空前，它依然冠蓋雲集，各項發言及援助的承諾都

受到「中」非雙方及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雙向貿易金額雖然占彼此對外貿易

的比例不高，卻是持續成長。不過，和過去文革期間大陸外交遭到孤立、美元

貶值，讓非洲貿易對大陸的價值超過實際的數字情況不同，在大陸整體國際貿

易成長之下，對非洲貿易比重仍然增加，因此格外引人注目。雙邊貿易在「中」

非合作論壇之前的 1999 年，僅有 63 億美元，但到 2011 年時，它已是 1,663 億

美元，成長 26 倍。占大陸整體對外貿易的比例，也由 1999 年的 1.8%，上升到

2010 年的 4.3%。同一時期，非洲和大陸的貿易由原先其對外貿易的 2.6%，倍增

到 13.6%，這是「中」非合作論壇的亮麗成績單。

大陸在非洲的積極經營，不僅早已引發非洲前殖民母國英國和法國等強烈反

應，也讓另一個超級強權美國高度關注。在此會議前 1個月，美國和漠南非洲 40

個國家在華府舉行年度的《非洲成長暨機會法》（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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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AGOA）部長級會議，歐巴馬政府並首次發表美國對非洲政策的白皮書─

《美國對漠南非洲戰略》（U.S. 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頗有先發制

人的意味。

更值得美「中」在非洲競逐的觀察家重視者，乃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中」非合作論壇後，出訪非洲 7 國，並且還在訪問塞內加爾時，暗批大陸在非

洲的經營，而新華社的回應也毫不客氣，讓雙方的競逐更加白熱化。因此本文將

「中」非合作論壇部長會議前後的美國對非洲政策及互動納入討論，評析在美

「中」同時經營非洲的今天，「中」非合作論壇所面臨的挑戰。

貳、美國與非洲在「中」非合作論壇前之 AGOA 部長級論壇

1996年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問非洲時，倡議成立「中」非合作論壇，做

為大陸與非洲新發展關係的平臺，並替雙方更緊密的經貿合作奠定基礎。1999年

10月，在給非洲國家領導人及非洲團結組織秘書長的一封信函中，江澤民正式宣

布此論壇的成立，第 1屆的「中」非合作論壇部長會議在 2000年 10月舉行。

在江澤民倡議成立「中」非合作論壇、企圖積極發展大陸與非洲的經貿

援助關係之同時，1996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向國會提出《非洲成長暨機會法》

（AGOA），在 2000 年 5 月獲得通過後，又經 2004 年布希總統任內的《AGOA

促進法》（AGOA Acceleration Act）擴大優惠的項目，有效期是 2015年。

AGOA 係針對增進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之政經關係的立法，以期維

持並促進非洲地區穩定及發展，建構有利於美商從事貿易及投資之政經環境，維

護美國在非洲之政經利益。對非洲國家而言，目前是美國單向給予漠南非洲國家

貿易優惠，但 AGOA第 116 條則期許該法之最終目標，在和 AGOA受惠國家簽

署互惠之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法案的目的是讓漠南非洲國家的農產品和製造業（特別是紡織業），可以

免關稅進入美國市場；但先決條件是這些國家必須要有「善治」（good governance）

的表現，同時其民主程序不得破壞，否則就會遭到停權處分。這是後冷戰時期美

國對非洲政策的重大改變，也就是說美國不再需要援助那些站在相同反共陣營，

但卻實施威權統治，且人權紀錄極差高度爭議非洲國家這邊，而是開放其龐大的

市場，讓非洲國家透過自由貿易，創造機會，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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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入 AGOA 的漠南非洲國家必須滿足以下幾項條件：（一）擁有市場導向

的經濟；（二）實行法治及政治多元；（三）排除美國貿易和投資的壁壘；（四）

保護智慧財產權；（五）致力打擊貪腐；（六）降低貧窮的政策；（七）增加公衛

醫療及教育機會；（八）保護人權及勞工權益；（九）消弭童工。目前有 40 個國

家符合這些條件，未能加入或因民主倒退而被暫時取消資格的 9 個漠南非洲國家

是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赤道幾內亞、厄利垂亞、馬達加斯加、索馬利

亞、南蘇丹、蘇丹、辛巴威。

AGOA部長級論壇（AGOA Forum）是由美國與非洲國家輪流主辦（表一），美

國方面固定在華府，非洲則是在民主發展和善良治理有較佳表現的國家舉行。自

2005 年第 4 屆論壇開始，幾乎都是在每年夏季期間舉行。第 1 次是由長期為民

主國家的模里西斯主辦，接替的塞內加爾和迦納都是曾經完成政黨輪替的國家，

肯亞在接辦時，也算是民主穩定的國家，但在舉辦前曾經歷總統選舉後的暴動，

另外它也有長期的貪腐嚴重問題，讓在良善治理的指標上，顯得有些不符期待。

特別是在 AGOA這個機制中，美國將「善治」作為漠南非洲能否加入的重要條

件時，肯亞的主辦國身分頗具爭議，不過美國並沒有要求臨時撤換舉辦國。2011

年 AGOA Forum由民主治理模範生的尚比亞主辦，看來這項傳統還會持續。

表一　AGOA 部長級論壇舉辦時間及地點

AGOA部長級論壇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1st AGOA論壇 10 月 29-30 日，2001 華盛頓

  2nd AGOA論壇   1月 14-16日，2003 路易士港，模里西斯

  3rd AGOA 論壇 12 月  8-10 日，2004 華盛頓

  4th AGOA 論壇   7月 18-20日，2005 達卡，塞內加爾

  5th AGOA 論壇   6月    6-7日，2006 華盛頓

  6th AGOA 論壇   7月 18-19日，2007 阿卡拉，迦納

  7th AGOA 論壇   7月 14-16日，2008 華盛頓

  8th AGOA 論壇   8月    4-6日，2009 奈洛比，肯亞

  9th AGOA 論壇   8月    2-3日，2010 華盛頓

10th AGOA 論壇   6月  9-10日，2011 盧沙卡，尚比亞

11th AGOA 論壇   6月 14-15日，2012 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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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AGOA Forum會議的主題是「強化非洲基礎建設，為貿易」（Enhancing 

Africa’ s Infrastructure for Trade），其 4個重要的目標分別為：

一、 發展交通、能源、電信及其他硬體的基礎建設，以提升非洲的競爭力，促進

區域之間及美國與漠南非洲的貿易。

二、 改善主要基礎建設部門的貿易環境和管制效能，以促進對美國與漠南非洲投

資與貿易有最大衝擊的交通、能源、電信及其他軟體的基礎建設服務，在降

低成本、提升生產力的投資。

三、 促進管制的一體化、貿易便捷、及區域運輸走廊、區域發電能力、電信和其

他促進整合 / 大市場、跨邊界生產與區域價值鏈等基礎建設服務，以提升非

洲區域經濟整合的努力。

四、 強調美國企業的貿易機會和美國出口基礎建設產品的好處，以及支持美國在

漠南非洲的交通、能源、電信和其他重要基礎建設部門的投資及合資企業

（包括與國營和民營的夥伴關係）。

從以上 4 個目標來看，美國很明確地要求漠南非洲國家改進基礎建設，以利

於增進美國和非洲的雙邊貿易。雖然自 2000 年以來，雙方貿易成長 300%，在

2011 年時超過 9 百億美元，但比起大陸的 2,000% 以及 1,663 億美元，不僅成長

速度落後，貿易總額也被大陸超過，且差距持續擴大。而美國的解決之道，是創

造有利的投資和貿易環境。但美國也意識到它必須要有一個較為完整的論述，因

此對非洲政策白皮書也因而產生。

歐巴馬政府公布的《美國對漠南非洲戰略》，列舉美國對非政策的 4 大支柱

為：（一）強化民主制度；（二）刺激經濟成長、貿易及投資；（三）推動和平及安

全；（四）促進機會及發展。在這 4 大支柱之下，此戰略報告書列舉達成目標的

具體行動。基本上這短短 7 頁的報告並非論述性質、而是以列舉方式說明美國的

戰略。強化民主制度的具體行動共有 5 項，分別是：（一）推動負責、透明及回

應的治理；（二）支持正向的模式；（三）推動及保護人權、公民社會、及獨立媒

體；（四）確保民主程序可依賴性獲得永續關注；（五）推動有力的民主規範。

在刺激經濟成長、貿易及投資方面，報告書所列 5 項具體行動為：（一）推

動促成貿易和投資的環境；（二）改善經濟治理；（三）推動區域整合；（四）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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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非洲取得有效進入全球市場並由其中獲利的能力；（五）鼓勵美國公司和非洲

進行貿易及投資。至於和平及安全的推動，此報告亦列舉 5 項具體行動，包括

（一）對抗蓋達及其他恐怖組織；（二）促進區域安全合作及安全部門的改革；

（三）預防跨國犯罪的威脅；（四）預防衝突及在必要之處緩和大規模的殺戮並

讓加害者無法免責；（五）支持推動和平及安全的倡議。

報告書最後，在促進機會及發展方面，6 項具體行動分別為：（一）解決成

長的束縛、推動貧窮的減少；（二）推動糧食安全；（三）轉化非洲的公共衛生；

（四）增加女姓及青年人的機會；（五）促進彈性以回應人道危機；（六）推動低

排碳的成長和永續發展，建立氣候變遷。

顯然，這是一個極為全面、但缺乏深度的政策白皮書，它所強調的民主與人

權等「善治」議題，和 AGOA的資格要求是一致的。歐巴馬上任以來，馬達加斯

加因為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文人政府而遭 AGOA停權，尼日和幾內亞也因同樣理由

一度無法享有對美貿易優惠，但在經過多黨民主選舉、還政於文人政府後，又恢

復其權益。象牙海岸內戰結束、新當選的總統上任後，停權亦告一段落。不過，

今年春天馬利和幾內亞比索連續發生軍事政變，前者在總統大選前 1 個月，後者

則是在第一輪總統選舉結束、第二輪尚未舉行之前，都是非依憲政手段取得政

權，雖然受到美國政府的譴責，但是至今仍未遭停權處分。

顯然美國的標準並不一致，或許和大陸即將在今年 7 月中下旬舉行的第 5 屆

「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有關。「善治」並不是大陸援助非洲的先決條件，

因此非洲國家當然歡迎來自不會干涉內政的援助，而大陸又在提供此援助平臺的

「中」非合作論壇中，再度加碼。

參、「中」非合作論壇第 5 屆部長級會議

過去無論舉行地點為大陸還是非洲，「中」非合作論壇都是在 10 月至 12 月

間舉行，不過今年卻是在 7 月舉行（表二），或許這和中共「十八大」將在今年

秋天舉行有關。即使身為大國的大陸，當內部問題無法解決時，都還得改變過去

傳統，將一個盛大的國際會議改在夏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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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舉辦時間及地點

「中」非合作論壇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第 1屆部長級會議 10月 10-12日，2000 北京

第 2屆部長級會議 12月 15-16日，2003 阿迪斯‧阿貝巴，衣索匹亞

第 3屆部長級會議 11 月   3-5 日，2006 北京

第 4屆部長級會議 11 月   8-9 日，2009 沙姆沙伊赫，埃及

第 5屆部長級會議  7 月 19-20日，2012 北京

雖然不似 2006 年高峰會時的盛況，但非洲參與此次論壇的重要領導人仍有

相當規模，特別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與會。（表三）

表三　出席 2012 年「中」非合作論壇重要領導人名單

領導人英文名 領導人中文名 國家 職位

Amr, Mohamed Kamel 阿姆魯 埃及 總統特使

Ban, Ki-moon 潘基文 聯合國 秘書長

Guelleh, Omar 桂勒 吉布地 總統

Issoufou, Mamadou 伊索弗 尼日 總統

Neves, Jose Maria Pereria 內維斯 維德角 總理

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ago 恩奎瑪 赤道幾內亞 總統

Odinga, Raila 歐丁嘉 肯亞 總理

Ping, Jean 讓平 非盟委員會 主席

Ouattara, Alassane 瓦塔拉 象牙海岸 總統

Yayi, Boni 亞伊
貝南

非洲聯盟

總統

輪值主席

Zuma, Jacob 祖馬 南非 總統

大陸在第 3 屆部長級會議舉行時，曾同時舉行第 1 次的元首高峰會議，此次

是第 5 屆，又在北京舉行，若大陸有意願，再進行一次高峰會亦是合情合理。不

過，顯然大陸意識到在非洲的活動，已引起西方國家極大的不安，因此本次選擇

較為低調的方式，以免遭到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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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舉行後，國際媒體和學術界對大陸在非

洲的企圖有各種不同的臆測和解讀，從熟悉的發展模式、合作夥伴、制衡力量及

代言人等，到批判性的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及資源掠奪者，甚至有將大陸召

集非洲國家及政府領導人齊聚一堂，比喻為領受「天朝」賞賜的新朝貢制度。在

和歐美國家經濟相比之下仍顯得亮麗、及美國重返亞洲後，大陸沒有必要特別讓

各界對它在非洲的經營有更多嚴厲的批判，或是過度的檢視。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與會，雖然不是他首次參與類似的區域或國際組織會

議，但卻有其特殊的意涵。或許聯合國開始重視大陸和非洲的關係，希望更瞭解

大陸在非洲各項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大陸想要有聯合國的加持，讓它與非

洲的雙邊關係具多邊的意涵，同時也強化此論壇的正面形象及援助的合法性；或

許兩者兼而有之，這是未來值得觀察的議題。

胡錦濤在開幕式的講話，基本上為「中」非合作關係定調，非洲不僅是大陸

的經貿、投資及援助對象，更是能源及礦藏的提供者，亦為北京重要的戰略夥伴。

胡錦濤對開創新戰略夥伴關係勾勒出 5個層面：（一）增強政治互信；（二）拓展務

實合作；（三）擴大人文交流；（四）密切在國際事務中協調與配合；（五）加強合

作論壇建設。由於每一個層面都有更為具體的內涵，為雙方的新夥伴關係定調，不

僅有基本原則，亦有追求的方向和目標，值得「中」非關係觀察家特別留意。

隨後，胡錦濤在此會議中宣示各項實質措施，來推進這項新戰略夥伴關係。

首先，大陸承諾的貸款又再增加，從上一屆的 100 億美元提高到 200 億美元，

主要是用在基礎建設、農業和中小企業之融資。其次，胡錦濤宣布要繼續擴大

對非援助，讓發展成果惠及非洲民眾，而達到此目標的作為則包括增加對農業技

術示範中心的援助，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另外，實施「非洲人才計

畫」，為非洲培訓 3 萬名各類人才，提供 1 萬 8 千個政府獎學金名額，並為非洲

國家援建文化和職業技術培訓設施。第三、支持非洲一體化建設，幫助非洲提高

整體發展能力，其中跨國和跨區域的基礎建設興建是重點。大陸也承諾要幫助非

洲國家改善海關及商檢設施條件，以促進區域內貿易便利化。第四、增進「中」

非民間友好，為「中」非共同發展奠定堅實民意基礎。除民間的交流外，較引人

注目的是大陸要資助雙方學術機構和學者開展 100個學術研究、交流合作項目。

最後，胡錦濤表示要協助促進非洲和平穩定，為非洲發展創造安全環境。欲

達此目的，大陸將發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夥伴倡議」，深化與非洲聯盟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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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非洲和平安全領域的合作。

對媒體而言，大陸承諾要提供 2 百億美元的貸款，應是最重要的頭條，因為

這個數字剛好是上一屆的 2 倍，但更重要的應是大陸與非洲互動層面不僅限於經

貿及援助，也涵蓋人才的培育和學術交流等可以長期影響非洲人對大陸認知及態

度的措施。人才的培育由 3年前的 2萬名增加到 3萬名，獎學金則由 5千 5百名

提高到 1萬 8千名，人力資源的培養，比起短期的經貿投資，具有更長足的意義。

從獎學金和其他專業人才的訓練來看，每一屆「中」非合作論壇都會在這兩

個項目上加碼，大陸顯然已成為全世界培養非洲菁英、訓練專業人才最重要的管

道之一。雖然有小部分非洲人會在拿到學位後，留在大陸工作，但畢竟和留在西

方國家的人數無法相比，其中除了語言及文化的因素外，大陸並不是一個多元種

族的社會，亦是重要原因。無論如何，當這些人才回國後，對大陸和其母國的關

係和互動，一定有其可以扮演的角色，未來他們有可能成為大陸在當地的代言人

或倡議者，聲音將會超過留學歐美者。

有看法指出，過去大陸可以主導它的援外政策，認為非洲有什麼需要，就提

供什麼樣的援助，但現在已無法不傾聽來自於非洲的聲音，在援外政策上作出回

應。就以教育來說，提供非洲學生獎學金到大陸讀書當然是雙方的共識，但是職

業訓練則是非洲方面的要求。

此外，南非總統祖馬在「中」非合論壇的演說，值得注意。雖然他認為「中」

非關係的模式優於過去非洲和歐洲的關係，特別是在協議方面，雙方是以平等及

互惠的原則進行簽署，不過他仍然指出一個發人省思的觀察。祖馬指出，「非洲

對中國發展的承諾，在於提供原物料、其他產品和技術轉移作（應指南非）。這

個貿易模式無法長期永續經營。非洲過去和歐洲的經濟經驗意味在它和其他經濟

體發展夥伴關係時，必須謹慎。」（Africa’s commitment to China’s development has 

been demonstrated by supply of raw materials, other produc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is trade pattern is unsustainable in the long term. Africa’s past economic experience 

with Europe dictates a need to be cautious when entering into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economies.）

美國的政策雖然也重視協助非洲的經濟發展，但畢竟給外界的感覺是以促進

美國貿易為目的，而大陸的非洲政策不僅沒有類似美國的條件，也更為全面。此

番祖馬的談話，似乎讓已無法與大陸競爭的美國非洲政策，喚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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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希拉蕊 2012 年的第 3 度非洲行

過去 22 年大陸外長每年 1 月到非洲訪問的傳統，被用來解釋為何大陸在非

洲有優勢的原因。同一時期，美國國務卿出訪非洲，特別是漠南非洲的次數顯然

就少很多，不過希拉蕊上任以來，倒是出現變化。她在 2009 年 8 月首次出訪非

洲，出席在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舉行的 AGOA 第 8 屆部長級會議，並順

道訪問南非、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奈及利亞、賴比瑞亞、和維德角等國。

2011 年，北非發生「茉莉花革命」，希拉蕊曾分別秘訪埃及和利比亞。同年

6 月參加在尚比亞首都盧沙卡（Lusaka）的 AGOA第 10 屆部長級會議時，又訪

問坦尚尼亞和衣索匹亞。今年年初，她出席賴比瑞亞女總統，也是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的強森─瑟麗芙（Ellen Johnson-Sirleaf）連任的就職典禮，也順道訪問剛結

束內戰及總統選舉僵局的象牙海岸，和西非小國維德角和多哥。前 3 者有美國所

支持的民主價值，後者則並非民主國家。今年 2 月，希拉蕊再訪北非，參加在突

尼西亞舉行的「敘利亞之友」（Friends of Syria）會議，並順道訪問阿爾及利亞和

摩洛哥 2個北非國家。這 2次的訪問，有其特殊的意涵。

多哥並非民主國家，現任總統納辛貝（Faure Gnassingbe）的父親曾獨裁領導

該國 38 年，但美國基於它剛加入安全理事會，為了爭取未來重大決議的支持，

還是特別造訪，希拉蕊成為美國第一位訪問多哥的國務卿。回美國途中，希拉蕊

再次停留維德角，為已歷經 2 次政黨輪替、走向民主鞏固的非洲島國之政治發展

背書。若是單獨出訪多哥，會顯得美國有太多的外交算計，但加上非洲民主櫥窗

的點綴，可適時沖淡其中的政治意涵。

同樣地，2 月份的 3 國之行，固然是在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Tunis）舉行

的「敘利亞之友」會議，但接著訪問的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並沒有任何推廣民主

的目的。阿爾及利亞自 90 年代初遏制多黨民主選舉、軍事政變之後，一直是一

黨獨大的局面，總統布提佛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自 1999 年執政以來，就

打壓民主，進行威權統治。由於阿爾及利亞境內不乏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恐怖分

子，且布提佛利卡與美國在此地區的反恐行動之配合不遺餘力，因此美國當然不

希望在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及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相繼垮臺

後，又在這個地區失去一個友善世俗政權的領導者，因此特別和布提佛利卡會

面，展現華府對他政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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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曾受「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波及，國王穆罕默德六世

（Mohammed VI）作出適度的回應，透過修憲公投，緩和國內的民主抗爭。摩洛

哥亦是美國在北非地區的反恐夥伴，但更為重要的是它和多哥在今年開始展開

在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 2 年任期，因此希拉蕊和新當選的總理班基倫（Abdelliah 

Benkirane）見面，自然有其重要的外交意涵。

在和非洲外長於華府的 AGOA Forum見面一個多月後，希拉蕊又風塵僕僕地

出訪非洲 7 國，時間點剛好在第 5 屆「中」非合作論壇結束後不到兩星期，當然

會讓觀察家認為美「中」雙方在非洲的競逐，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希拉蕊此次出

訪的塞內加爾、南非、馬拉威和迦納都是民主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肯亞和烏干

達則是美國在東非的重要合作夥伴，但民主和「善治」有待改進，南蘇丹則是新

獨立的國家，美國當然不能在此落後早已動作頻頻的大陸太多。

此行的一個觀察重點是，希拉蕊未點名道姓、但路人皆知對象為誰的批判。

在第一站的塞內加爾，她就督促非洲領導人要謹慎考慮外國提出的援助項目，若

是缺乏課責（accountability）、鼓勵貪腐，將會對非洲廣大貧窮民眾造成更大的傷

害。她說不像「某些」國家，美國會捍衛民主和普世人權，而不會因為要順利取

得資源，選擇漠視。

雖然希拉蕊是含沙射影地批評大陸，但新華社選擇對號入座，認為「貶損中

國無助於提升美國的非洲影響力」。新華社指出希拉蕊此行是要在非洲「與中國

展開抗衡與競爭」，美國雖擔心大陸的經貿活動及援助，但在本身經濟困難下又

無暇他顧，即使提供一些援助，卻還要附大量條件，讓受援國難以接受。故此，

新華社酸了酸美國，說與其羨慕與嫉妒，不如借鏡大陸的援助方式與合作經驗。

伍、結語

美「中」兩大強國在非洲的競逐雖不至引發衝突或戰爭，但語言上的批判

已證明雙方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大陸將會持續標榜與非洲關係的「中」非合作論

壇，而美國應該也會善加利用 AGOA和它的論壇增進雙方關係。美國雖然會加

入民主人權等「善治」條件，但有時為了外交利益和安全考量，也會出現雙重標

準。這種前後不一致的情形，反而是和大陸在非洲競逐時的最大負債（li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