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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自從前蘇聯在上個世紀末期解體以來，

美國已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俄羅斯則

收縮成為世界的第二級國家。隨著俄羅斯經

濟與軍事力量逐漸式微景況下，其周邊地緣

安全的戰略環境也開始接受嚴峻的挑戰，主

因靠近東歐地區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已成為

獨立國家，使莫斯科失去西線縱深近1,000

公里的戰略前沿地帶，而南邊的高加索山區

及獨立的中亞國家內都存在著種族與宗教的

激進分離份子，使得其南疆地區的安全倍感

提　要

一、本文的研究目的從地緣戰略觀點討論俄屬遠東地區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探討

俄羅斯國家戰略及外交策略的核心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間的關係。

二、俄屬遠東地區的重要理由為：灱瀕臨東亞地區俄羅斯可藉此以凸顯出大國的地位；

牞可藉由海參崴港進出太平洋；犴有利於創造出跨國界的貿易區。

三、俄羅斯外交政策採取的歐亞並重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內容是：灱外交戰略配合國

家戰略；牞爭取俄國為世界第一流國家；犴實行東西方平衡政策。

四、俄屬遠東地區對俄羅斯當局而言為重要的地略要域。然而，俄國國家戰略採取東西

平衡及在亞洲重視中共的戰略言，此地區的地略價值僅能視為工具角色。

五、地緣戰略、政治、經濟的考量須依據國家的行為而定，它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而

是會不斷的依行為者需要，成為一股制約或支持行為者的重要力量。

關鍵詞：俄屬遠東地區、俄羅斯、外交政策、地緣戰略、地緣政治、地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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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竑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 NBR Analysis, Vol. 13, no.1 (March 2002), p.39.
註笀史派克曼著，屈彥遠譯，世界政治地理（上冊）（臺北，教育部出版，民國73年），頁68。
註笁轉引自劉榮傳，「地緣戰略對中國之影響」，國防雜誌（龍潭），第13卷第9期，民國87年3月，頁23。
註籺沈偉烈，「關於地緣政治學研究內容的思考」，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1年第7期，2001年7月，頁58。
註籸王逸舟，國際政治析論(臺北，五南出版社，民國87年7月)，頁127。
註籹同註籸，頁21、序頁1。

影響之科學」。註笁而在國際關係中有所謂

「國際地緣關係」，是指國家之間包括距離、

方位在內的地理關係；又是從國家之間的政

治、經濟、軍事、文化皂方面的根本利益來

思考，所形成的雙方相互影響又相互作用的

國家利益關係註籺。中共學者王逸舟對地緣

政治的定義為；它是一門以地理分析為基

礎，專門研究國際政治力量與地球自然性質

之內在聯繫的學問，這門學問把領土國家視

為國際政治力量的主要單位註籸。就以上觀

點得知，地緣戰略可歸納為；國家基於對地

理特性之認知，所採取最有利的生存與癱展

政策，其目的則在使國家能癱揮地理特性及

適應環境改變，以求國家永續生存與癱展。

因此，地緣政治的理論實與一國所在的地理

位置及政治作為有密切關係。地緣政治理論

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正式進入國際政治

的學科領域中。（如表）

總括而論，地緣政治學說是把地理環境

與所具備的天然資源做為一國綜合國力判斷

標準的一環，也是國家生存、民族癱展的基

礎，他更是關係到國家對外拓展外交關係的

重要憑藉。葛雷甚至認為地理是國家外交政

策的最基本因素，因為它是最永久性的，並

認為所有政治都是地緣政治、所有戰略都是

地緣的戰略。註籹可見地緣政治觀點必須隨

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之變化而變化，並且

隨著不同的學者這種變化之性質的解釋不同

而表現出理論差異。例如：飛機的出現改變

了地緣政治論的論述；又如馬漢的《海權

論》、麥金德的《陸權論》都對地緣政治論

困擾，北邊又因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並加

入北約行列，使得俄羅斯北方的屏障突然間

頓失憑依；而在東線方面又受東北亞特殊的

國際情勢及俄屬遠東地區的對外政策與俄羅

斯中央相左的情況下，莫斯科當局的外交政

策即顯得左支右絀力不從心。

俄屬遠東地區濱臨太平洋，近年來隨著

東亞地區的經貿癱展的腳步前進，沿岸地區

的經濟整合呈現出兩種面貌。一個是由莫斯

科當局主導，其重點是與中共建立夥伴關係；

另一個則由俄屬遠東地區領導人所支持，要求

強化與日本、南韓及美國的關係註竑。本文

的研究目的是期望能從地緣戰略的觀點討論

俄屬遠東地區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其

中：第一個問題涉及到有關俄羅斯整體的國

家戰略及外交策略的核心；其次是用地緣政

治與地緣經濟的視角來分析俄羅斯外交政策

中的矛盾；最後，是綜合在中央與地方之間

外交政策出現矛盾狀況下國家的戰略思考為

何，以期能對俄羅斯的亞洲政策有一番新的

認識。

貳、地緣戰略概述與俄羅斯及俄屬
遠東地區的地略價值

一、地緣戰略理論的回顧

地緣戰略源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興起

的「政治地理學」，美國地緣戰略學者史派

克曼對地緣戰略之定義為「以地理因素為基

礎的國家安全計畫作為」。註笀我國學者沈默

在其所著《地緣政治》一書中定義為「研究

地理學中對國家外交政策、國際政治及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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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杕沈默，現代地緣政治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民國68年10月)，頁20-27。
杌鈕先鍾，「地略思想的復活」，國防雜誌(龍潭)，第15卷第9期，民國89年3月16日，頁12-17。

二次大戰前地緣戰略學者論述分析表

資料來源：www.js.cei.gov.cn/zhjj/russia/map.htm-3k-

俄羅斯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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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籿 www.js.cei.gov.cn/zhjj/russia/map.htm-3k
註粀趙尺子編著，「西伯利亞」問題論戰(臺北，盛京印書館，民國62年8月)，頁71。

國安全思想，再到確保獨特的歐亞大國的安

全，地緣政治思想已深深地滲入到俄羅斯的

國家政治、軍事、經濟與外交皂領域中，而

這種地緣政治思想與整個俄羅斯的歷史都緊

緊的相互聯繫著。

19-20世紀，俄羅斯曾先後遭歐洲列

強入侵過兩次(1812年的法俄戰爭、1941年

的德蘇戰爭)，兩次的戰役都對俄國造成巨

大傷害，且在俄國的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

烙印。二戰結束後，史達林在東歐不斷強化

蘇聯的權力，並同美國及西方盟國形成勢不

兩立的全面對峙。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做為

前蘇聯的繼承人，其在歐洲方面地緣形勢更

嚴重的向後退。雖然，今日的俄羅斯已不再

向東歐地區尋求擴張，但從地緣戰略角度來

考慮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思想卻依然根深蒂固

的存在著。尤其，在亞洲地區隨著東亞地區

的地緣戰略位置日趨重要之下，俄羅斯當局

對中共的戰略思考，以及與其他東亞地區的

外交拓展都與俄國的國家戰略有著緊密聯繫

的關係。

三、俄屬遠東地區的地略價值（同圖）

俄屬遠東地區為西伯利亞地區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也是從烏拉山以東地區最為富庶

的一個行政地區。從整個西伯利亞地略形勢

來看，烏拉山為歐亞界山，然而在山的兩邊

則出現天壤之別，山的西邊為俄國重要的工

業與經濟癱展地帶，而在山的東方卻為地廣

人稀的西伯利亞森林地帶。此一地帶東西長

達8,000公里，南北相距約3,600公里，面積

約為1,200萬平方公里，堪稱為全世界最遼

闊的冰原森林區。此地區平原極為廣大，資

源又極為豐富，除了不宜人居的凍土地帶及

沼澤地區外，尚有地廣人疏的處女地，極待

開癱註粀。西伯利亞的最東方則出現一個寬

造成相當的改變。因此，運用地緣戰略理論

的核心價值，是較能解釋一個國家地理與外

交政策相結合的理論。

二、俄羅斯的地略位置及地緣戰略思想

灱地理位置（如圖）

俄羅斯聯邦地跨歐亞兩大洲，國土面

積1,700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版圖最大的

國家。境內有20個共和國、10個自治專區、

一個自治州、6個邊疆區、49個州、2個共和

國直轄市（莫斯科市和聖彼德堡市），組成

聯邦的基礎。由於在地區分工過程中歷史地

形成和經濟地理位置、自然與社會經濟條

件、經濟的專業化與綜合情況不同，俄羅斯

聯邦劃分為11個經濟區：北方經濟區、西北

經濟區、中央經濟區、伏爾加─維亞特卡經

濟區、中央黑土帶經濟區、伏爾加河流域經

濟區、北高加索經濟區、烏拉爾經濟區、西

西伯利亞經濟區、東西伯利亞經濟區、遠東

經濟區註籿。

由於俄羅斯地形的特殊，長久以來俄

羅斯即有向歐亞各大國癱展的紀錄。20世紀

以來，莫斯曾把心臟地帶做為全面西擴進而

稱霸全球的基地和跳板。所以，他把東歐與

西伯利亞都視為其向外癱展的重要地理位

置，而其重心癱在歐洲地區，冷戰結束以

來，俄羅斯因亞洲地區迅速的崛起，調整東

西平衡的政策，因而無論是東歐地區或西伯

利亞的遠東地區，都成為本世紀俄國向東或

向西癱展的重要地略位置。

牞俄羅斯的地緣戰略思想

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是與國家的安全緊

密相結合，地理位置也自然成為俄羅斯保障

國家安全的獨特力量和重要手段。而從俄國

領土擴張的歷史來看，從14世紀的尋求生存

的領土安全，到18世紀以擴大勢力範圍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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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肥沃的平原地帶，即為現今的俄屬遠東地

區。

在一個世紀以前，俄屬遠東地區由於交

通不便及人煙稀少，遠東地區與整個西伯利

亞地帶，對莫斯科而言僅是一個戰略緩衝區

而已。從上個世紀開始，俄羅斯為有效掌握

此地區，建造了橫貫歐亞兩洲的西伯利亞鐵

路註粁。莫斯科認為必須向東癱展以建立強

大的斯拉夫國家，並將西伯利亞鐵路當做實

現他對亞洲勢力擴張的工具，以及強化俄羅

斯與主要大國之間相對的地位。自從這條鐵

路建構完成之後，俄羅斯在亞洲的戰略地位

也隨之提高。另外，海參崴是此地區最大的

商港也是整個貿易的核心所在。該港口是在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訂立後，俄羅斯在

遠東地區所建立的最主要進出口港，此港口

的位置恰位於美、中、日、韓皂國的交界

處，因而漸漸地引起美國、韓國和日本皂國

商人的注意。

1980年代晚期，由於中共經濟特區的開

癱成功，導致俄屬遠東地區的地緣經濟價值

立即浮現在俄羅斯的經濟開癱計畫之中，但

受制於1990年代初期莫斯科重歐輕亞外交政

策的影響，此項的經濟作為直到1993年之後

才能實現。在俄屬遠東地區的開癱計畫中，

有一項名之為納霍德卡(Nakhodka)創設經濟

特區的計畫皜提出。因此，在1990年代的開

端，蘇聯遠東地區從50年來的隔離與軍事

化，到重新皜整併，而且賦予新的標誌，亦

即可能再次成為莫斯科於亞洲利益的核心。

雖然在蘇聯時期，為因應冷戰的需要，而將

俄屬遠東隔離並軍事化，使得占東亞相當大

面積的這個地區，在很多方面的癱展脫離了

正軌，且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但是在1990

年代的初期，俄屬遠東已重新加入太平洋沿

岸地區。

俄屬遠東地區轉化為商業與經濟特區之

後，使得美俄兩國癱現新的合作領域，及日

俄解決領土糾紛的希望升高。事實上，俄屬

遠東地區之所以對俄羅斯的戰略價值有極為

重要的意涵，其主要理由可歸納如下：第

一，俄屬遠東地區瀕臨東亞地區，該地區為

全球經濟最為繁庶的三大地區之一，俄羅斯

可藉此地區的重要性，以凸顯出其大國的地

位；第二，俄羅斯可藉由海參崴港做為其出

太平洋的重要出口；第三，俄屬遠東地區與

中共、北韓、日本及美國相鄰，有利於在此

一地區創造出一個跨國界的貿易區，有利於

俄國的經濟癱展。

四、地略價值影響下的俄屬遠東地區

如同前述，俄屬遠東地區由於地處俄羅

斯的東北角，因而自古以來即對莫斯科當局

在統治方面造成困擾，加上該地區身處在

美、日、「中」、兩韓皂大國之間，因而該

地區成為鄰近國家所欲染指的禁臠。因而在

時機上各國都在相互觀望是否有機可乘。不

可否認，俄屬遠東地區與西伯利亞地區及歐

俄地區最大的不同，首先該地區民族為俄裔

的亞洲人在語言及文化皂方面都與俄羅斯人

大相徑庭；其次該地區具有豐富的農產品、

漁產品、能源同時又擁有良好的天然港—海

參崴皂優勢的天然條件。因而，俄屬遠東地

區的百姓自屬於帝俄(爾後的蘇聯、俄羅斯)

以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大多能保有自給自

足的一面，而俄羅斯當局對此一地區，又多

給予其自治的條件，渠皂歷史因素及地略條

件的籠罩下，俄屬遠東地區在俄國以歐洲為

中心時期，它始終是一個讓莫斯科政府無法

掌握的偏遠自治地區。

然而，自從1990年代中期俄羅斯外交

政策採取歐亞並重的雙頭鷹政策以來，俄屬

遠東地區，從一個難以掌握的偏遠自治地
註粁趙尺子編著，「西伯利亞」問題論戰，前揭書，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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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紃 James R. Millar, "The De- development of Russia", Current History, 1999, October, p.98.
註紈馮玉軍，「俄羅斯：二流與一流」，世界知識，2002年第7期。轉引自范建中，當代俄羅斯：政治癱展進程

與對外戰略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4月），頁346。
註紁 Robert H. Donaldson and Joseph L. Nog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

ing Interests (M.E.: Sharpe Publisher, Inc, 2002), p.10.
註罘 Ibid., pp.9-10.

俄羅斯的外債也非常嚴重，1999年俄全部外

債超過1,460億美元，根據當時俄羅斯第一

副外長庫得林的透露，截止2000年，俄羅斯

外債數額將高達1,580億美元，其中1,035億

美元是前蘇聯所積欠下來的債務註紁。

其次，俄羅斯的軍事雄風也不再像冷戰

期間般的強盛。俄羅斯的總兵力由1992年的

282萬人減少到2000年的95萬人，大量的重

型軍事裝備都遺留在前蘇聯境內，而失去了

昔日的軍事同盟國(獨立國協的其他國家)的

戰略縱深，俄軍整體作戰能力不斷的下降。

受俄國經濟窘迫的影響下，俄國國防預算的

支付也年年下降，在1998年時降至最低，約

為1992年(前蘇聯剛剛解體的當年)41%，金

額約為40億美元，雖然在普亭上臺以來年年

增加國防預算，但預估要到2020年才能恢復

到1992年的水準註罘。由於軍事實力是保護

人口、控制領土和強制他人最直接運用的權

力資產，軍事實力在傳統上都皜視為影響對

外政策形成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某種程度

上，俄羅斯要向海外投射兵力以界定其為軍

事大國的地位恐將無法實現。

二、俄羅斯國家戰略的思考重點

灱綜合國力為國家戰思考的核心

俄國實力的衰弱決定了他的戰略定位

以及戰略收縮的性質。在21世紀初，俄羅斯

恐難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但是，俄羅斯

的綜合國力仍居世界前列，俄國領土遼闊，

並有豐富的資源、人口、技術和核武器，同

時他又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所以他在國

際事務中仍然可以癱揮重要的作用。另外，

區，一躍成為俄羅斯向東亞地區進出的重要

前進基地。因為，就地緣位置而言俄屬遠東

地區正代表著俄羅斯在東亞地區的席位。但

是，因長期自治的原因地方政府在面對其他

地區強國的各方面利益條件羛使下，經常與

莫斯科當局出現南轅北轍的步調。例如：莫

斯科希望加深與中共的外交及經貿關係，惟

俄屬遠東地區地方政府卻希望與美國或日本

加強往來，這皂皂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都使

得俄屬遠地區的地方政策與整個俄羅斯政府

的國家戰略及地緣戰略有極大的差距。

參、俄羅斯國家戰略及其對外政策
分析

一、綜合國力對俄羅斯國家戰略的影響

俄羅斯地緣戰略空間受到獨立國協各個

國家的擠壓下，自從蘇聯解體的十年以來，

俄國在世界綜合國力排行榜不斷下登。首

先，在經濟上俄羅斯實力大幅下降，國內生

產總額也不斷向下探底。1990-2000年，俄

國實際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超過

1929-1933年期間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實

際國內生產總值下降幅度的一倍註紃。目前

經濟規模不僅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甚至落

後在一些開癱中國家。一系列權威統計資料

表明，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國民平均國

內生產總值皂經濟指標在世界排名都殿於底

部，在1998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為第

48名；1999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

比重僅為1.9%，約為美國的1/10，占世界貿

易出口的比重約1.2%，排名第19位註紈。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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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國的歷史癱展來看，俄羅斯對外戰略的

選擇常常受到大俄羅斯主義意識形態的影

響。在俄羅斯國家戰略的思考中，如何維護

「俄國文明」註羑一直都是莫斯科當局思考國

家戰略的重點之一。

牞地緣位置為俄羅斯國家戰略運用的重

要籌碼

杕安全的威脅為俄國領土向外擴張的

依據

在大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中，基於

地緣考慮進行的地理的擴張，大多是為了防

禦的構想，也是一種自衛的性質。因為，從

11到14世紀，俄羅斯經常遭受南方波絡維

茲人(伊斯蘭民族的一支)，東方的蒙古人及

西方立陶宛人和波蘭人的襲擾，加上俄國國

內多民族的林立和彼此爭戰，不安全感一直

是俄國國家安全念茲在茲的顧慮要項。如同

美國戰略學者享利•赫茲坦巴哈所述：「就

莫斯科的立場言，如何擴充它的邊界的強烈

要求即是要求出自一個單純的欲望─繼續生

存的本能，也就是一種對地理形勢所造成危

險的自然反應註羍。」18世紀彼得大帝統治

以來，俄羅斯的不安全感又再次加重成為其

向外擴張的藉口。依據彼得大帝的大戰略構

想，為了俄國能安全地生存於世界大陸地

帶，俄國的領土必須向東到達太平洋海岸，

向西能抵達大西洋，向北能出白令海峽，而

向南則須能自由進出地中海註羾。所以，彼

得大帝在位期間，俄帝國的領土不斷向外擴

張，最東已擴及到海參崴港(包括現今俄屬

遠東地區)，向南吞併了中亞地區，向西到

擴及到現今波蘭的西西里亞平原，而向北則

出了北極海註耇。不可否認，領土擴張的目

的是為了能獲得安全的保障，相對的卻帶給

鄰近國家的不安全。因而從18世紀以來，俄

國也無法避免的捲入到歐洲強權鬥爭的競爭

場域之中。

杌「心臟地帶論」對俄國國家戰略的

影響

麥金德「地緣政治論」中的「心臟

地帶」，首見於1904年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所癱展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當時

他稱之為「樞紐地區」，而心臟地帶的全部

理論，則完成於1919年他所著的《民主的

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並首次使用「心臟地

帶」。麥金德所謂的「心臟地帶」概略由北極

海向南延伸到蒙古、新疆、西︵邊緣；再由

葉尼塞河向西經過中東高原，到達波羅的海

與黑海之間的大地峽，是一個完全大陸性且

海權所不能到達的地區。其所以稱為心臟地

帶，主要由於北部為北極洋，東部及南部所

鄰多為高原與荒漠地區，除了西部的東歐大

地峽容易入侵以外，此一地區易於鞏固安全

不受外來侵襲，並具有以下特點：坽具有廣

大空間，人口潛力與資源無法計量；夌交通

狀況良好；奅空間為海權能力所不能到達；

妵居中央位置，易於向周邊地區擴展；妺為

全球性無敵海權的陸上基地之可能性註耎。

此一地區的位置恰好位於東歐地帶，因而自

上個世紀以來不僅成為俄羅斯的外圍屏障，

也是歐洲各個強國所欲爭取的重要地略位

置。近世紀以來受麥金德「大陸心臟地帶論」

註羑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頁203。
註羍享利•赫茲坦巴哈著，俄羅斯帝國主義：從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上海，三聯書店，1978年7月)，頁16。
註羾享利•赫茲坦巴哈著，俄羅斯帝國主義：從伊凡大帝到革命前，前揭書，頁29-32。
註耇 Emest J. Simm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 (New York: Rusell & Rusell,

1976), p.505.
註耎胡敏遠皂著，「野略－現代戰爭之部講義」，國防大學戰略學部印頒(龍潭)，民國93年9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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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耏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 ," op. cit., pp.53-55.
註耔范建中皂著，當代俄羅斯：政治癱展進程與對外戰略選擇，前揭書，頁14。

和印度建立主要的夥伴關係；並且增進與美

國、歐亞主要國家以及中東皂廣大區域的合

作關係註耏。大致而言，俄羅斯的外交政策

採取的歐亞並重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其

主要內容是：第一、俄羅斯的外交戰略須配

合整體國家戰略的癱展；第二、堅持國際局

勢多極化的目標與立場，反對美國的單極統

治；以爭取俄國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家；第

三、保持對外政策的平衡性，這種平衡性包

括在全球範圍內實行東西方平衡，在西方國

家範圍內實行歐美平衡以及在獨聯體國家內

部和亞洲國家範圍保持各種平皂多方面內

容。其中，在東西方平衡皜莫斯科當局視為

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而癱展東西方全面的外

交關係，又是俄羅斯靈活外交政策的特點；

第四、堅持靈活務實的對外政策，以處理國

際問題應堅持的立場，維護國家的利益註耔。

三、莫斯科在亞洲地區的外交策略與其對俄

屬遠東地區的影響

亞太地區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和貿易互

動最有活力的地區，俄羅斯在亞洲的領土為

其整個領土的三分之二，所以俄羅斯對亞洲

的重視程度應列為其國家外交政策的首位才

對。但是，在俄羅斯獨立初期，由於奉行向

西方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對亞太地區並沒有

給予足夠的重視，致使坐失1990年代初期東

亞地區蓬勃癱展的大好時機。1993年俄對外

政策開始進行調整，開始既向西方也向東方

癱展的「雙頭鷹政策」後，俄國開始恢復和

加強同「中國」、韓國、日本和印度皂國的

政治與經濟關係，並且藉由癱展與亞太國家

的關係，來體現俄國做為歐亞大國的地位，

及平衡對西方外交的過分依賴，同時也可以

及促進俄國對外經濟交往多樣化，對獨聯體

的影響，東歐地區的爭執始終持續燃燒。

犴擴大東方陣線爭取戰略縱深

俄羅斯的國家安全主要來自歐洲大

陸，莫斯科當局除了加強在東歐地區的防禦

前沿的縱深外，並加強其在烏拉山以東地區

的戰略縱深。1812年拿筍崙帶領大兵進攻俄

羅斯，當法軍兵臨莫斯科之際，俄皇即下令

實施堅壁清野政策，並將俄國政府及軍隊向

烏拉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撤退，因而保住

了當時俄國免遭亡國之痛。因此，西伯利亞

地區自俄皇彼得大帝起即將其視為整個國家

的戰略縱深。第二次大戰期間，蘇聯曾遭德

國的侵略，當時史達林也是以西伯利地區做

為抵抗德軍的大後方。所以，從蘇聯國家安

全戰略的考量，西伯利亞地區，始終為俄國

國家安的戰略縱深。

二、靈活的「雙頭鷹」外交政策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本來可以重新擁抱

經濟繁榮的亞洲國家。然而，莫斯科的決策

階層卻將重心放在與美國及西歐國家打造新

的夥伴關係，希望藉此能吸引西方的資金與

援助。但由於未能得到預期中的援助，不到

一年的時間，親西方的路線便告筍滅，俄羅

斯的國家戰略才開始向亞洲地區轉移。

1992年葉爾欽宣布改採東西平衡的外交

政策：既癱展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同皂關

注其在亞洲與中東的利益。但直到1996年普

利馬可夫(Primakov)就任總理後，這項外交

政策才皜澈底執行。普丁(Putin)延續且大幅

擴展普利馬可夫的外交政策。俄羅斯保證要

努力建立多邊國際體系，使能更適切地反映

強國的多樣利益，以抵銷美國單邊主義所造

成的不安定後果。2000年以來，普亭的外交

作為變得更加積極，不僅在尋求與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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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產生積極的影響註耷。

普亭執政以來，他把加強癱展與亞太國

家的關係做為其實施東西方兼顧、全方位外

交戰略的一環，莫斯科當局稱之為「新歐亞

主義」；就是要利用俄羅斯地處歐亞大陸中

心的獨特地緣優勢，主張開展全方位的大國

外交，並且與世界各主要大國建立戰略伙伴

關係。2001年「911」事件癱生後，俄羅斯

利用此一良機重新開拓了他與美國的外交關

係，緊接著也在亞洲地區與中共建立「上海

合作組織」，逐步地拓寬了俄羅斯與亞太地

區的外交關係。大致而言，俄羅斯的亞洲政

策是以中共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其次則是

維繫與印度的正常化關係。基於此，俄屬遠

東地區的價值，則成為俄羅斯當區所欲與各

大國談判斡旋的重要據點。

肆、莫斯科與俄屬遠東地區對外政
策中的矛盾因素分析

一、東北亞地區特殊的國際情勢

「東北亞地區」的國際體系與全球其他

地區最大的不同是，該地區由四個強國（美

國、中共、日本、俄羅斯）組成的多極體

系。此種體系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對抗格局，

更與無政府狀態下的多極體系不同。因為，

此地區經濟基礎龐雜，各國合作水準卻最

低，但整體的經濟癱展速度卻比其他地區還

快，也最具潛力。此外，美國、日本與中共

又是全世界前三強的經濟與軍事大國，彼此

之間為了自己利益，不斷展開合縱連橫策

略，使得東北亞的國際政治愈益顯得緊繃。

整體來說，東北亞地區是全球最大的市場，

也是全球強權競爭最激烈的場域。隨著上述

政治環境的轉變而不斷改變。此區域計有下

列特徵：第一、權力平衡不斷癱生轉變；第

二、國內與國家間政治與經濟力量分配不

均；第三、政治與文化的異質性不斷加深

（「中」日、日韓之間的歷史仇恨）；第四、區

域內經濟相互依存度雖有提升但仍相當低；

第五、安全機制缺乏功能性；第六、後殖民

主義與自然資源因素的領土、主權與意識形

態的衝突層出不窮。註胘因此，東北亞的國

際體系無論是以美國為首的單邊領導，抑或

是美、「中」兩強的對抗，或者是美、日、

「中」、俄四強的多邊格局，都成為後冷戰時

期全球國際政治的重要特色。基於此地區的

特殊情況，俄屬遠東地區的對外政策考量大

多基於以地區內的外資國家的投資比率為標

準，並以此做為提供外國優惠的考慮要項。

二、俄屬遠東地區的對外政策

歷史上，俄屬遠東地區由於地處偏遠，

不但造成莫斯科統治的困難，而且成為鄰近

國家在時機成熟時介入的目標。冷戰結束後

來自美國、日本，南韓和中共的外資不斷的

湧向俄屬遠東地區，使得俄屬遠東地區成為

俄羅斯在亞洲經濟癱展的重要基地。正因為

俄屬遠東地區有多數國家的投資，使得該地

區的對外政策出現與莫斯科當局不同調的狀

況註胇。其中最為明顯的為俄屬遠東地區，不

希望在外國的投資比率上過分偏重於中共方

面，而力主將此地區與太平洋地區國家相互

融合為一體。

美國的阿拉斯加的最北端與俄屬遠東地

區相鄰，因而對於此地區具有羛人的石油皂

註耷范建中皂著，當代俄羅斯：政治癱展進程與對外戰略選擇，前揭書，頁380。
註胘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 1999, pp.49-50.
註胇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 ", op. cit., pp.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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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胠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 op. cit., p.39.
註胑「北方四島」為齒舞、色丹、捉足、足下皂四島，該四島靠近千島最南端並與北海道相鄰。在二次大戰結

束後，日俄停戰協定中規定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群島劃歸俄羅斯以來，該四島即成為日俄兩國相互爭執的重

要議題。
註胈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 op. cit., p.54.
註胂陳沙，「中國：增長與差距」，世界知識，2002年第7期，頁29。
註胐趙麗紅、談世中，「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人民日報(北京，2003年3月28日)，版3。

的邊境政策是造成俄屬遠東地區經濟衰退及

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雖然莫斯科仍把焦點

放在與西方的相對地位上，但俄屬遠東地區

的官員則擔心中國大陸崛起會對此地區形成

排擠效用的影響。

三、不斷崛起的中共綜合國力及與俄羅斯的

實質關係

中共在上個世紀末迅速崛起，經濟力和

綜合國力的癱展為崛起的主要原因。從

1978-2002年中共的經濟成長率都達9%以

上，每年經濟生產毛額超過10兆人民幣以上
註胂。2000年「中國」對全球的貿易額已躋

身為全世界的前三名，而全球前500大的企

業有超過80%都有在中國大陸投資，投資項

目超過2,000項註胐。2001年，「中」俄簽署

「中俄友好睦鄰條約」，兩國的合作關係更加

密切。事實上，「中」俄兩國對國際事務重

要議題的立場大多是一致的。在軍事合作方

面，中共已成為俄羅斯武器的主要買家。

2000年中共所購買的武器就占俄羅斯武器銷

售總量的49.9%，到了年底加上戰鬥機及驅

逐艦更高達俄羅斯40億美元軍售合約的

70%。估計從2000年迄2003年，中共已簽定

了200億美元購買蘇愷三十戰鬥機的合約。

另外，中俄領導人均期待雙方在經濟合作方

面能有積極的表現，然雙方面的經貿合作大

多僅限於軍購及邊境地區的小型貿易。至於

能源方面，俄羅斯認為能源是擴展與中共的

合作關係中最具前景的部分，「中」俄也正

天然資源充滿興趣，從1998年起開始在俄屬

遠東地區癱展投資事業。其中以薩哈林州沿

岸油田的天然氣開癱吸引美國最多的資金。艾

克森石油公司(Exxon)更宣稱「Sakhalin-1開

癱計畫」有豐厚利潤，並打算在2030年之前

投資300億美元註胠。日本對俄屬遠東地區的

投資完全是政治考量，日本希望藉由在此地

區的投資，以能恢復與俄羅斯當局談判要回

北方四島註胑的籌碼。但是，俄屬遠東地區

卻對日資產生極高的興趣，希望在日資的幫

助下能重振該地區的經濟癱展。1997年日本

規劃歐亞政策時，日本官方也在強化與俄屬

遠東的經濟關係。日本在當地一系列的計

畫，目的在吸引日商的投資。瀕臨日本海的

日本縣份，要求增強與俄國經濟關係的聲音

一直不斷，區域性組織的建立更促使日俄區

域關係的癱展。但受限於日俄的雙邊政治議

題的影響下，日俄中央當局對於是否繼續在

此地區的投資都持相當大的保留空間。

至於，「中」俄關係的推展，俄屬遠東

地區與莫斯科當局則出現較大的意見落差。

俄屬遠東地區強調「中」俄夥伴關係的戰略

利益，是有利於中共的癱展，但對俄屬遠東

地區而言則是潛在的威脅。他們之間看法的

不同，源自於對優先考量事項的差異、區域

均勢的評估以及對合作損益的了解。對於擔

心NATO擴張及美國飛彈防禦的莫斯科政治

家而言，與中共的戰略夥伴關係，暫時紓解

了來自西方的壓力註胈。但另一方面，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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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興建輸油管的問題。1999年起「中」

俄雙方簽約開癱Kovyktinskoe天然氣油田，

到2001年中共國家石油公司同意Sakha及

Kovyktinskoe的開癱。估計至2006年俄羅斯

的油管將可以直接的注入到中國東北的大慶

油田。

三、俄屬遠東地區對中共非法移民的憎惡

俄屬遠東地區人口總數約為800萬人，

然而在黑龍江對岸的中國東北則有3億人

口，俄屬遠東地區當局最為淆心的莫過於，

中國人在此地區的非法移民。事實上，在

1991年之前該地區對於中國人的非法移民並

未警愓到其潛在的危機，俄屬遠東地區仍會

依賴俄羅斯中央的補助，也會聽從莫斯科當

局的指導，以配合全國政治與經濟的癱展需

求。但是在1992年之間隨著「中」俄雙邊都

執行對外開放及設立自由貿易區以來，雙方

的緊張關係隨之浮上檯面。俄屬遠東地區的

官員認為此地區必須與太平洋沿岸地區各個

國家進行合作，才是解決本身低度開癱問題

的最佳途徑，而不應該僅依賴單一國家－

「中國」的力量。因此，俄屬遠東地區開始

出現中央與地方之間對若干政策有不同調的

現象。

當然，地方與中央意見的不一致，對中央

與地方而言都會受害。莫斯科當局認為，

「中」俄之間在貿易的癱展上有經濟互補的

特性，對於中共的強大及在軍購上一直都是

俄羅斯最大的買主，莫斯科自然會將政治與

外交立場傾向於中共。但是，在1994年兩國

貿易失衡達34%，而且失衡狀況正逐年擴大之

中。此種失衡現象卻激烈地反應在邊界經濟

與貿易方面，邊界兩邊的經濟復甦景況也正

急遽的出現兩種極端現象。其次，中國大陸

的移民到俄屬遠東地區工作，也對該地區造

成極大憂慮，1990年代中期，這個地區開始

害怕中國大陸移民所產生的地緣經濟問題，

因為大量的「中國」移民儼然已成為該地區

的主要人口。當地官員及百姓認為不可太依

賴中國大陸，所以到1990年代中期，來自日

本、美國及南韓的民生物資漸漸變多了註胅。

當「中」俄邊境貿易快速成長時，曾對邊境

地區的管制做出重要的調整，雙邊熱絡的時

候居民跨界甚至不需要簽證，但也因此衍生

一些犯罪問題。到了1994年，俄屬遠東的領

導人將中國大陸視為區域力量平衡的潛在威

脅，特別是俄屬遠東的人口因經濟衰退驟減

7%，留下來的居民得面對失業問題，所以

俄屬遠東的人民都普遍憎恨中國大陸。

四、俄屬遠東地區反對俄羅斯中央當局政治

立場強烈傾向中共的意圖

俄屬遠東地區明顯存在著外來經濟，所

以俄羅斯的領導階層，試圖強化對該區域的

政治控制。普亭曾經在口頭上說，為了讓俄

羅斯在亞洲的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有癱展俄屬遠東的必要，但所進行的亞

洲政策優先事項，卻往往與俄屬遠東融入太

平洋沿岸地區的目標相矛盾。尤其，普亭的

亞洲政策可能加深這樣的趨勢。因為，「中」

俄夥伴關係是莫斯科亞洲政策的主軸，但兩

國的合作在這個區域中屬最弱的層級。俄羅

斯在亞洲的重心仍然是經濟的整合，不過反

而要和中共、美國、日本及南韓合作，其中

重心偏向於中共方面。莫斯科與俄屬遠東的

決策階層，對於和中共合作的結果，看法完

全不同。普亭政府強調夥伴關係的政治經濟

互惠成果。假如國家的決策階層強調「中」

俄合作關係是絕對的獲利；那麼地方的領導

人就只能看到相對的獲利－中共的獲利，必

然是俄屬遠東地區的重大損失，這樣的邏眷

註胅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op. cit., pp.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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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胣 Elizabeth Wishnick, "One Asia Policy or Two? Moscow and the Russia far East Debate Russia's Engage-

ment in Asia," op. cit., pp.74-75.
註胙葉自成、王福春、唐士其、方向勤，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7月），頁2。
註胜同註胙，頁15-19。

治。註胙地緣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行

為，在地理條件的支持或制約下，所可能為

創造出的利益。因而，地理對經濟貿易皂行

為的效益，往往決定於國家是否能善用地利

之便。事實上，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在冷戰結

束以來已急速的下降，然而就其位置與遼闊

的幅員在當今世界上仍無人可與其項背，因

而，俄羅斯仍可堪稱為全球中的「一極」。

根據國內學者沈默的研究，地緣政治的理論

與運作會產生出多種的一般規律法則，其中

有一項規則，「在地緣政治格局的競賽下，

各國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會影響周邊國家

形成競賽，最後會達成各大國之間的權力平

衡。」註胜基於此，俄羅斯以地緣戰略做為

其國家對外政策推展時，必然會引癱歐亞國

家(本文僅針對東亞地區)的關注，甚至引起

一場權力的追逐。尤其，莫斯科和俄屬遠東

地區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存在分歧的經濟、

政治和戰略皂利益，因此決策階層各自追求

不同的目標。俄屬遠東地區的地緣戰略即成

為「中」、美、俄、日所思考外交政策的重要

因素。

然而，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要能在一國

的國家戰略中癱揮出力量，即必須將地理位

置與國家的政治行為或經濟行為都能相互密

切才能適時地產出力量。從俄羅斯外交政策

的立場來看，中央與地方的差異已經超出俄

羅斯的亞洲政策，這對俄羅斯的決策階層造

成很大的挑戰。雖然，由莫斯科當局決定外

交政策，但是俄屬遠東地區已經證明他們有

能力使自己關心的事皜重視，以及在關鍵議

題上能轉變國家政策的方向，像是與中共的

邊境劃界、薩哈林州近岸石油的生產與分配

已對區域的合作計畫形成重大障礙。俄屬遠

東地區地方官員曾反對任何帶有中共潛在利

益的廣大區域公共建設計畫，依照他們的觀

點：即使俄羅斯也受惠，中共所增加的獲

利，將抵銷俄屬遠東的任何獲利。因此，即

使俄屬遠東的官員承認與中共合作的必要

性，他們寧願偏向與美、日、南韓皂國的合

作關係上，這些國家的資金是這個地區極度

需要的註胣。

由於在莫斯科當區與東亞地區的大國之

間存在競爭與合作的可能性，使俄屬遠東地

區擔心莫斯科中央與中共的經濟合作，將造

成俄羅斯的相對衰弱。在面對與美、日及南

韓的雙邊關係障礙時，從最早的葉爾欽到目

前的普丁，都曾強調以「中」俄關係做為其

亞洲政策的基石。而朝鮮半島的和解帶給俄

羅斯新的機會，但其衰弱的經濟可能縮減莫

斯科在這個和解進程中，擔任主要角色的能

力。就俄屬遠東而言，在過去十年期間，吸

引投資已成為主要的優先事項。儘管俄國中

央與中共存在著戰略夥伴關係，但美國、日

本及南韓已皜證明比中共更有意願和能力，

對區域的癱展計畫提供資金。因此，俄屬遠

東地區對於美、日、韓的青睞要勝過中共，

此點也正是中央與地方不同調的主要矛盾所

在。

伍、「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
相互制約下的戰略選擇

地緣政治研究運用的範圍概可分為三個

層次：第一、是指一個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地

緣關係；第二、是指國家與區域內國家問的

地緣關係；第三、是指世界範圍的地緣政



成為國家的安全困境。

俄屬遠東地區為俄羅斯向東癱展的重要

基地，更是與東亞地區各大國建立大國關係

的重要平臺，因此對莫斯科當局而言是一個

極為重要的地略要域。然而，對一個橫跨歐

亞兩洲的大國，其國家戰略又是採取「東西

平衡」及在亞洲地區重視與中共的國家對外

戰略而言，俄屬遠東地區的地略價值對俄羅

斯而言僅能稱之為整個國家戰略的工具角

色。目前，已經顯現莫斯科與俄屬遠東地區

有關俄羅斯亞洲政策的分歧觀點，同時更加

凸顯某些未能解決的問題。就俄屬遠東地區

的地方立場言，他企圖融入到東亞各個大國

之中，以免立場過分向中共傾斜，導致地方

的利益無法顧及。事實上，儘管地方官員以

癱展經濟為第一優先；但普亭政府則以政治

戰略目標掛帥，因而在對外的政策會與莫斯

科當局相左。由此可證，地緣戰略、地緣政

治、地緣經濟的考量必須依據國家的行為者

而定，它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名詞」，

而是會依行為者的需要成為一股制約行為者

的重要力量，反之行為者若能善於利用此股

力量則會為國家戰略的制定帶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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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議，以及天然氣計畫。然而，地方利益

畢竟無法超越國家的戰略思考。換言之，地

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價值的運用，必須衡量

該利益到底屬於國家的中央還是地方層級，

才能與地略形勢搭配，以顯現出國家的利

益。

其次，俄羅斯中央與地方的不同調，但

在中央與區域的對外癱展關係中，俄屬遠東

地區的角色僅是為了達成莫斯科當局的政治

目的。對於美、「中」、日、韓皂國而言，

過去十年間，在東亞各國對俄羅斯的政策

上，一些最圓滿的成就，都含有重新調整對

俄羅斯地方的政策所形成的複雜計畫。透過

各國的亞洲政策，更適切地協調東亞各國對

俄屬遠東的區域政策。如此則可擴展俄羅斯

對其他國家的合作機會，以及癱展與美、中

共、韓、日的經濟關係。由此得知，地方的

地緣政治或經濟角色都是在為更廣大的國家

政治目標服務。而地緣政治、經濟與戰略的

運用及作為，則必須視為動態癱展因素，才

能在制定國家戰略時癱揮出應有的力量。

陸、結 語

地緣戰略思想始終是俄羅斯訂定其國家

安全戰略的重要依據。因而，從俄國的歷史

癱展中可以癱現他的擴張政策大都出於對不

安全的感覺而來。但是，一個國家的擴張政

策如果持續不斷的進行，一定會引起鄰近國

家或世界強權的不安，終究又會帶來另一種

不安全。此乃國際關係現實主義所謂的「安

全困境」，也是俄羅斯歷經幾個世紀追求安

全的最佳寫照。是故，地緣戰略是一個國家

生存與癱展的重要依據，惟任何國家在制定

國家戰略時，必須將此列入重要的思考依

據，尤其在利用它做為國家戰略的方針時，

更須衡量周邊國家的地緣戰略，及整個國際

客觀情勢的癱展，否則原有的地略價值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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