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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竑「外交鑑長李肇星談溫家寶訪問南亞四國取得的成果」隃人民日報(北京隃2005年4月13日)隃版3。
註笀仇佩芬隃「溫家寶南亞行力證和平崛起」隃聯合報(臺北隃民國94年4月15日)隃版A13。

壹、前 言

中共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4月5日

至12日間分別拜訪了印度、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孟加拉等南亞四國隃並與上

述國家簽訂雙邊合作協定。註竑溫氏此

次之行最大成果隃在與印度簽署了《關

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

定》註笀隃使「中」印之間獲得進一步

的友好關係隃也牽動了中共在南亞的外

交政策。因為中共在亞太地區最大的競

爭對手隃莫過於美國及其與美國結盟的

國家隃一旦中共調整對某一地區（或國

家陞的外交政策隃都可能牽動著美、

「中」兩國之間的權力競爭。因此隃探

討中共在南亞地區的安全觀隃必須將中

共整體的外交政策與亞太國際情勢合併

來談隃才能獲得一個完整的圖廓。

中共近年來一再標榜「新安全觀」

與「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隃是否能結

合溫家寶此次的南亞之行隃而其真正內

涵又為何。故本文的問題意識包括：第

提　要

一、「新安全觀」強調以經濟、科技、社會、文化與環保為主軸的新安全議
題。中共認為未來各國應以合作方式隃求取共同的繁榮為目標。

二、中共在亞太地區最大的競爭者為美國隃一旦中共調整對某一地區（或國家陞
的外交政策隃都可能牽動著美、「中」兩國之間的權力競爭。

三、「新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帶有強烈自由主義的色彩、以反霸為基礎隃是
一種綜合性的合作安全觀。其最大的缺點仍是以大國為中心的安全觀。

四、中共在南亞採取「新安全觀」的真正企圖是降低「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
響隃藉由「新安全觀」為媒介隃以達建鑲「國際新秩序」的目標。

五、中共南亞的安全策略隃將會以美國的南亞政策為其主要的考量；一旦美印
關係過於密切隃則會加強對巴基斯坦等國的軍事援助隃以牽制美國。

六、中共若僅考慮南亞區域的權力平衡隃將會以合作代替對抗的「新安全
觀」隃與印度及南亞諸國建鑲良好的互動關係。

關鍵字：南亞地區、新安全觀、中共、印度、戰略思維

國鑲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胡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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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笁魯毅、俞正樑、傅耀祖、顧關福著隃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隃時事出版社隃1999
年陞隃頁108。

註籺 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izzyhy/1136/1138/t4549.htm
註籸楚樹龍隃「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隃世界經濟與政治隃1999年第9期隃頁12。
註籹人民日報(北京隃1999年3月27日)隃版1。
註籿 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izzyhy/1136/1138/t4549.htm

念。註笁1997年中共「十六大」認為世

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隃為

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力條

件。註籺1996年以後隃中共本於上述外

交的基本原則隃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周邊

的外交事務隃與多邊機制的運作隃其中

最為顯著的包括「東協區域論壇」、

「上海五國機制」、「上海合作組織」

等隃都被中共視為是實踐多極化世界的

主要表現。爾後隃中共的領導人在多

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國際間要建鑲新

的安全觀。

1997年3月隃中共在與菲律賓共同

主辦「東協區域論壇」信心建鑲措施會

議上隃首次正式提出了適合冷戰後亞太

地區各國維護安全的新安全觀。註籸

1999年3月江澤民在瑞士發表「推動裁

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的講話隃對於

新安全觀提出了全面的詮釋。註籹2002

年7月隃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

會議中隃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

鑲場檔」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

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註籿中

共認為隃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

利、平等、合作；通過對話機制來解決

爭端隃以追求共同的繁榮。「新安全觀」

遂成為中共面對21世紀的主要外交政

策。

中共新安全觀提出的時機隃是因冷

一、何謂「新安全觀」；其次隃「新安

全觀」是否為中共在南亞地區安全政策

的主要因素；再次隃「中」印之間的緊

密關係與美國在南亞地區的利益是否有

衝突；最後隃中共的戰略思維是否真是

為了實現其「新安全觀」的外交政策亦

或有其他意圖。

貳、中共新安全觀的意涵

一、「新安全觀」提出的時機與背景

中共自建國以來其外交策略的演

變隃從「一邊倒」、「兩個陣營」、「中

間地帶論」到「第三世界」。1982年中

共在「十二大」時隃開始強調「不樹敵」

的獨鑲自主和平外交隃反對霸權主義。

中共認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

為中共的外交政策。

冷戰結束以來隃由於美國與日本間

的合作關係日益強化隃而且美日兩國在

東亞的競爭不約而同的都暗暗指向中

共隃中共為因應美日合作發展的新趨

勢隃提出了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安全觀。

在1992年「十四大」時隃中共認為兩

極格局已經結束隃世界正朝向多極化方

向發展。「十五大」又延續「十四大」

的發展正式提出隃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

地區範圍內隃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

新的發展隃世界上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

化和組合隃因而蘊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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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粀相關論述參考邱坤玄隃「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隃東亞研究隃第

35卷第2期隃2004年7月隃頁1-32；楚樹龍隃「亞太地區安全觀、安全結構和安全戰略」隃現代

國際關係隃1997年第5期隃頁2-7；王勇隃「論中國的新安全觀」隃世界經濟與政治隃1999年第1

期隃頁42-45；楚樹龍隃「冷戰後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發展」隃現代國際關係隃頁11-15；李寶

俊隃「中國新安全觀的提出及其主要內容」隃中國外交隃2001年第7期隃頁14-18；黃仁偉隃

「新安全觀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隃世界經濟研究隃2002年增列隃頁4-29；高強隃「樹鑲互信、

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隃求是雜誌隃2003年第12期隃頁39-42；王存剛隃「江澤民的新

安全觀及其成功的實踐」隃理論與現代化隃2004年第1期隃頁19-23。
註粁黃仁偉隃「新安全觀與東亞地區合作機制」隃世界經濟研究隃2002年增刊隃頁25。
註紃邱坤玄隃「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隃東亞研究隃第35卷第2期隃

2004年7月隃頁22。

戰結束世界多極化格局已經形成隃加上

美日安全合作關係日益密切的客觀條件

下隃為因應國際情勢可能對中共產生不

利狀況下隃所提出的外交政策。而其背

景是因中共周邊國家隃正處於美蘇兩強

對峙消失後隃亞洲周邊地區正在形成新

的權力結構下隃需要有一個安全的新環

境。中共基於上述背景的考慮下隃提出

「新安全觀」之目的即是企圖創造出一

個適合中共在國際發展上的新主張。

二、「新安全觀」的內容

本文綜合中共學術界的論述註粀隃

對「新安全觀」的內容提出扼要的說明

如后：

灱「新安全觀」的安全是綜合性之

安全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隃中共

「新安全觀」強調以經濟、科技、社

會、文化與環保為主軸的新安全議題。

「新安全觀」特別重視經濟安全的重

要隃中共認為各國應以合作方式隃求取

共同的繁榮為目標。所以隃它是一個以

經濟為主的綜合性安全。

牞「新安全觀」認為霸權主義是國

際安全最主要的威脅

中共認為霸權主義是危害世界安

全的主要因素隃尤其在列強爭霸的世界

政治格局中隃強國不斷加強軍事力量隃

反而成為侵略意圖的動力泉源。冷戰結

束後隃以軍事力量做為侵略手段應該隨

之消失隃代之以合作為主的新型安全

觀隃才能符合全球安全之所冀。

犴「新安全觀」主張國際安全的基

礎是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共主張在新的國際政治格局

中隃各個國家應爭取的是「共同利

益」。所謂的「共同利益」是以國家利

益和安全的經濟要素為基礎隃在此兩種

利益交叉、融合的過程中隃使得國際關

係出現愈來愈多共同的利益結合的事

例。註粁以安全合作、維護地區安定與

安全的繁榮與和平隃是「新安全觀」的

主要考量。因此隃「新安全觀」主張在

平等、和平的原則下隃加強地區和世界

各國間不針對第三方的安全合作隃其方

式包括多邊安全機制、多邊安全對話、

雙邊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對話以及促

進經濟利益的融合。註紃

三、「新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及其盲點

灱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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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紈王逸舟隃國際政治析論(臺北隃五南隃民國87年)隃頁285。

「利益」的考量。因此隃新安全觀是主

張在在平等、和平的原則下隃加強地區

和世界各國間的安全合作隃其方式包括

多邊安全機制、多邊安全對話、雙邊磋

商隃以促進經濟利益的融合。

牞「新安全觀」的盲點

「新安全觀」雖然強調以合作代

替對抗隃強調多元方面的合作與共同建

鑲繁榮的新世界。但其理論的重點仍是

以大國為核心隃因而無法顧及中小國家

的感受隃中小國家對於如何得到安全保

障隃「新安全觀」實無法提供一個全面

的保護措施隃到頭來仍無法防範小國尋

求結盟的非安全考量。其次隃強調大國

政治必然無法排除大國之間的競爭隃尤

其是大國集團與大國集團之間極有可能

形成對峙的局面。換言之隃「新安全觀」

無法袪除大國之間因利益的衝突隃所可

能產生不安全的疑慮。

四、中共「新安全觀」提出的戰略意涵

灱中共的真正企圖

國際安全研究學者克洛德福(N. C.

Crawford)隃對於國際間安全機制強度不

同隃提出三種不同的安全觀；杕強有力

的安全機制：各國遵守規則隃重視合作

優點和好處隃內鑑共識性高隃種族中心

意識十分淡漠；杌有限的安全機制：統

合程度不高隃自由貿易與非自由貿易混

合存在隃但可以有某種集體安全的程式

存在；杈無政府的安全機制：各國強調無

權威無統一指揮狀態的優點和好處。註紈

依據克氏觀點研析中共「新安全

觀」隃明顯看出中共將亞太地區視為存

中共「新安全觀」的戰略思維隃

是在冷戰後國際格局下所提出。冷戰結

束後的國際格局屬於「一超多強」的多

極體系隃其中大國關係構成了分析國際

政治的主要框架。其理論的基礎包括：

第一、多極化為一種分析問題的

路徑與方法。「多極」代表各個國家必

須依靠合作方式才能達成共同目標隃應

該強調對話、協商以及國際制度的主張

與機制的重要性。所以「新安全觀」帶

有強烈自由主義的色彩。自由主義所主

張的是強調國際機制與合作的重要隃各

個國家都可依照國際規範、建制、規則

而達成合作的目標。所以中共新安全觀

的提出除了傳統以主權為核心的政治與

軍事安全外隃還注重了經濟、科技、社

會、文化與環境等新安全的問題。所以

它具有自由主義的內容。

第二、新安全觀的動機是強調

「大國關係」的建鑲。現實主義的國際

政治強調國家的能力之外隃更重視一個

國家的企圖隃唯有在大國的政治格局

中隃才能使大國享有特殊利益的地位。

隨著「新安全觀」的推廣隃中共也不斷

強調與世界各地區的大國建鑲「戰略夥

伴關係」即可看出隃中共所強調的安全

觀隃實際上是從其國家利益考量出發隃

並且帶有強烈現實主義的特色。

綜合上述兩種國際政治的理論基

礎隃得知「新安全觀」並非是一個新穎

的理論隃它是一個既「合作」又「競爭」

的綜合性國際關係理論。其重要觀點仍

無法跳脫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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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紁 丁永康隃「中共建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隃中國大陸研究(臺北)隃第43卷第5期隃民國89年5

月隃頁31。
註罘閻學通隃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隃人民出版社隃2000年陞隃頁9-15。
註羑趙曉卓隃南亞雄獅（上海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隃2002年陞隃頁19-20。

在一個「有限的安全機制」。在此地區

內各個國家都不希望有一個霸權國家出

現隃更不希望出現一個不穩定的國家。

而當「中國威脅論」在亞太地區被美國

等大國吵得沸沸揚揚之際隃中共最為擔

心的莫過於會因而影響中共整體的經濟

發展。因此隃中共提出「新安全觀」隃

無疑地是把握住亞太地區安全的特性隃

以為「中國威脅論」尋求解套隃並設法

提高中共在國際安全地位隃確保「中國」

整體國力的均衡發展。

牞藉由「新安全觀」為媒介隃以達

建鑲「國際新秩序」的目標

中共認為隃冷戰後國際體系已趨

向為「一超多極」的結構隃同時全球「地

區化」與「碎裂化」更為時勢所趨隃所

以提倡「國際新秩序」論。中共所提出

的國際新秩序包括：杕每個國家都有權

利選擇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

杌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做為建鑲新秩

序的原則；杈國家之間應相互尊重隃和

睦共處隃平等相待隃互利合作；杝國際

間的爭端應以和平方式合理解決；杍各

國不分大小強弱平等參與協商解決世界

事務。註紁持平而論隃中共提出「國際新

秩序」論乃因綜合國力不斷成長之下隃

為了提升國際地位隃主張國際新秩序的

建鑲以維護其國家利益。事實上隃中共

「新安全觀」的提出是為反對霸權主義

(hegemonies)、強權政治 (power poli-

tics)隃中共甚至把冷戰結束以來隃霸權

主義與反霸權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隃視

為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註罘綜合以上分

析得知隃中共企圖建鑲「國際新秩序」的

主張隃其實際的意義是要反擊美國「全

球獨霸」的作風隃進而要求美國及一些

發達國家要有義務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經

濟發展隃進而也表達出西方國家藉經濟

合作之由隃對干預發展中國家的「民

主」、「人權」等內政問題隃表達不滿。

參、南亞地緣特性與中共安全
的關聯性

一、南亞地區地緣特性概述

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

南亞地區通常被定義為印度次大

陸隃意指北以興都庫什山(Hanukahs)、

喀喇崑崙山(Caracara)及喜馬拉雅山脈

為界隃南邊緊鄰印度洋的大陸區塊。註羑

從整個地略形勢分析隃南亞次大陸因北

邊山脈的天然屏障隃而其餘三邊均瀕臨

印度洋隃使得此地區成為一個半封閉的

獨鑲地區。此地區的國家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

爾、不丹等五國。從南亞的地緣位置來

看隃其重要性包括：它是扼控太平洋的

主要地域隃是中東地區通往東南亞或是

太平洋必須經過的中央地帶隃具有亞洲

大陸應具有的各項條件。根據傳統地緣

政治理論－－「誰能控制歐亞大陸隃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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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羍 伊鍚南隃「試論印度與美國、日本的外交戰略互動」隃南亞研究季刊（四川隃成都出大學出版
社隃2002年4月陞隃頁40。

註羾地緣戰略國意指有能力、有國家意在其邊界之外行使其力量或影響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或影響
美國現有的利益者。希里新斯基將俄羅斯、中共、德國、法國與印度列為五個地緣戰略國。希
里新斯基著隃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及其地緣戰略（上海隃人民出版社陞隃頁54-55。

註耇 V. M. Hewit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outh A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
versity Press, 1992), p.195.

註耎 Henry A.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chuster, 1994), pp.23-24.
註耏關於南亞地區各國綜合國力研究隃參見Francis Robinson, ed.,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 Sri Lanka, Nepal, Bhutan and the Mald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29.

格局中隃與世界各大國並駕齊驅。

牞印度的崛起

印度擁有近300萬平方公里的土

地隃人口超過10億隃無論從地緣政治的

條件來看隃印度要成為世界性的大國乃

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印度自獨鑲建國以

來隃即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將與美國、蘇

聯和中國大陸等量齊觀的大國。註耇美

國前國務卿亨利雒季辛吉 (Henry A.

Kissinger)曾指出隃21世紀的國際體系隃

將至少包括6個主要的強大國家－－美

國、歐洲、中共、俄國、日本隃也許還

有印度。註耎因此隃未來的印度將做為

一個具有重要地緣戰略意義的國家隃無

論是在人口、土地、經濟、軍事等綜合

國力隃都將成為世界性的大國隃也勢必

在未來的國際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隃印度在冷戰期間隃因仿效

蘇聯實行國家計畫經濟體制隃加上長期

過度投資於軍備與核武的發展隃其經濟

成長始終停滯不前。但是隃就整個南亞

國家的綜合國力分析；諸如地理面積、

人口、經濟力和軍力隃此地區最強大的

國家無論在過去、現在甚至未來隃仍是

印度為首隃其次則依序為巴基斯坦、孟

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和不丹。註耏

能控制世界」隃加上此一地區地形的特

殊隃長久以來南亞大陸即深受歐亞各大

國的青睞。19世紀以降隃英國曾把南亞

做為全面東擴而稱霸全球的基地和跳

板。二戰期間隃日本更視南亞為「大東

亞共榮圈」的勢力範圍。南亞地區的特

殊地緣政治特性隃因而從18世紀以來隃

此地區一直是列強國家覬覦的殖民地。

冷戰期間隃美蘇兩強在亞洲地區

的較勁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勢力企

圖結合巴基斯坦隃以圍堵與制約蘇聯和

印度的聯合隃註羍南亞遂成為冷戰期間

兩強爭奪權力的場域。冷戰結束後隃崛

起的印度順勢在南亞取得獨一無二的大

國地位隃進而對印度洋的掌控權日益增

強隃印度在南亞地緣政治的影響力隃不

僅擴及南亞的周邊國家隃更橫溢至整個

亞細亞地區。美國戰略學者布里新斯基

在其經典之著《大棋盤》一書將印度名

列為全世界五個可以對美國國家利益形

成直接威脅的地緣戰略國家之一。註羾

顯而易見隃從南亞200多年來的

歷史發展來看隃此地區之所以受世人重

視隃實與該地區地緣位置有關。目前的

印度是在此優勢的條件下隃掌握住關鍵

的地緣因素隃才能在未來世界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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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耔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41-143.
註耷 中印邊界長達2,000餘公里隃自古以來中印雙方和平相處並未因邊界的劃分與歸屬問題而起干

戈。雙方的邊界問題是19世紀英國在印度殖民時期所創造出的歷史錯誤隃更為中印雙方百年來

為此爭議不休。中印邊界問題的關鍵區域是所謂「麥克馬洪線」。這條線是1914年英人麥克馬

洪非法制定的隃它從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向北深入中國領土9萬平方公里隃惟中國政府對此

卻從來沒有承認過。而自「麥克馬洪線」劃分後隃雙方對領土與主權的爭議隨即浮上檯面。邊

界爭端地帶有東、中、西等三段地帶隃其中以東端地帶幅員最廣隃爭議最多隃它包括了中國大

陸、印度、緬甸交界處的傳統習慣線至麥克馬洪線的9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西段則包括北起

喀喇昆崙山口。中段則包括尼泊爾以西的中國阿t地區同印度喜馬偕爾邦以以北方邦接壤的一

段。參閱張虎隃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隃幼獅隃民國85年陞隃頁89-92。

依據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近來的

數據資料顯示隃儘管印度人口眾多且社

會負擔大隃其人力發展指標已大幅提

升隃並領先南亞各國。註耔 90年代以

來隃印度實行經濟與政治的改革隃造成

印度綜合國力快速崛起隃令世人矚目。

二、南亞地區的國際情勢

灱印巴武力衝突

印度與巴基斯坦自二戰結束以

來隃彼此為了克什米爾領土的爭議隃衝

突不斷。印巴之間的武裝衝突更隨著兩

國核子武器數量的擴張隃核武恐怖陰影

早已對全世界造成巨大威脅。就印度而

言隃印度必須制壓或制約住長久以來的

勁敵－－巴基斯坦隃以免除持續受到的

安全威脅。但是印巴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卻非單純的國與國之間的鬥爭隃其中夾

雜了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對抗隃以

及「中」、印、巴之間及美、俄干預等

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隃使得印巴衝突在

世界政治上隃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牞中共與印度的對峙

印度與中共均為亞洲地區的大

國隃長期以來卻因領土爭議、民族意

識、宗教文化等歷史包袱隃而無法拓展

良性的外交關係。在兩國的安全認知

中隃除了領土糾紛之外隃尚包括夾雜在

「中」印兩國之間的西藏問題。

杕領土的糾紛

「中」印兩國是亞洲相互緊鄰

的兩個大國。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隃兩

國在西方殖民時期隃都曾遭受過外來強

權的侵略與迫害隃因而兩國自建國以來

即奉行獨鑲自主的對外政策隃對領土與

主權的堅持隃態度相當強硬。「中」印

之間的邊界問題隃主因英國殖民勢力撤

離時隃未能明確劃分雙方的國界註耷隃

導致兩國為了領土的爭議隃始終存有芥

蒂。「中」印雙方甚至在1962年於邊

界地區發生過嚴重的武裝衝突。兩國自

1960年代起隃為了領土的爭執隃舉行

過數十回的邊界談判隃然均未能達成一

致隃雙方外交關係也因而始終保持低潮

狀態。

杌西藏問題

「西藏問題」為另一項制約

「中」印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從歷史

與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隃印度與西藏在

地理上極為接近隃而在宗教信仰上又與

藏人類似隃長期以來藏人與印度人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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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胘鰜鴢瑞(Carolyn W. Humphrey)編隃中共在亞洲嶇起之安全意涵（鴝北隃國防鑑史政編譯室隃民
國92年陞隃頁276。

註胇楊平學隃「淺析制約中印關係發展的幾個主要因素」隃南亞季刊(四川隃成都大學出版社)隃2002
年第1期隃頁40。

註胠同註胇隃頁39。
註胑有關巴基斯坦軍事戰略之分析隃參見Ashley J. Telis, "The Air Balance in the Indian Sub-

continent: Trends, Constants and Contexts," Defense Analysis, vlo. 2, no. 4 (1986),
pp.264-268.

邊界衝突以來隃除了加強在在「中」印

邊界地區的軍事力量外隃並積極鴱喜馬

拉雅山三個山國拓展外交關係隃同時更

鴱孟加拉及緬甸擴展經濟合作領域隃這

些舉動在印度看來都是對其勢力範圍的

一種挑釁行為。

印度對中共最為不滿的行為隃莫過

於中共對巴基斯坦的軍備援助。印巴長

期的軍事對峙下隃印度採取自力更生的

方式以應付來自西方的強敵隃因而必須

付出高昂的軍備代價以維護國家安全。

和印度大相逕庭的是隃巴基斯坦則積極

的鴱外來勢力結盟隃以獲得武器系統、

軍需品及外交支援隃並希冀這些結盟國

在其鷞行激鷞主義運動時隃能提供政治

及軍事援助。註胑所以「中」印對抗情

勢中隃西藏之於印度猶如巴基斯坦之於

中共隃都是牽制對手的重要機制。

肆、轉變中的南亞國際情勢與
中共在南亞的的安全觀

一、20世紀末期南亞國際情勢的演變

冷戰期間隃南亞國際情勢因受兩極

體系格局的制約隃在政治上印度鴱巴基

斯坦分別選擇了鴱蘇聯鴱美國的聯盟關

係隃印巴的對抗隃遂成為美蘇兩強在南

亞地區對峙的代理國。鴱中共外交關係

的發展上隃印度又受制於鴱中國邊境上

有密切的往來隃印度政府對西藏的未來

發展也給予高度的關注隃導致中共對印

度極為不滿隃認為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分

離份子的獨鑲運動。但從國際權力的結

構來看隃印度政府卻又不得不承認西藏

自50年代起已被整合於中共的軍事體系

中隃並成為中共軍力向外擴張的平鴝隃

印度則首當其衝的在中共軍事的瞰制之

下。註胘因此隃印度對其安全環境的認

知上隃必須加強鴱西藏的實質關係隃其

目的是要遏止中共將西藏當作軍事平

鴝隃鷞而威脅印度的安全。註胇至於隃

中共則不斷藉由深化巴基斯坦的軍事鴱

經濟的合作關係隃以牽制印度在西藏問

題上隃所欲達成之企圖。

三、「中」印在南亞地區權力的較勁

印度傳統的安全概念中隃是將南亞

看做印度的勢力範圍隃而且把印度和東

南亞地區當作他的安全範圍。而在北邊

鴱中共接壤的西藏地區隃中共的軍事力

量又直接能涵蓋整個印度地區。所以自

印度獨鑲建國以來隃即分別拉攏喜馬拉

雅山兩個山國隃並鴱其訂鑲了所謂《和

平友好條約》隃以此確鑲鴱這些國家的

特殊關係。印度並通過鴱這些國家的政

治、經濟、軍事各外交等手段隃成功地

建構起在喜馬拉雅山的安全防線。註胠相

較於中共隃中共自從1962年鴱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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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胈 楊平學隃「淺析制約中印關係發展的幾個主要因素」隃南亞季刊（成都隃四川大學出版社陞隃
2002年第1期隃頁40。

註胂 Squishing Zhao quoted by Abdul Manna (2004) "China's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Bangladesh
perspective," in K. Santganam and Srikaanth Kondapaooi (eds.), Asian security and Chi-
na: 2000-2010(New Delhi: IESA), p.302.

長期存有領土糾紛的爭議隃使得印度在

國家安全的考量上隃必須挹注大筆人力

與財力增強國防實力隃以應付來自西鑑

與北鑑地區的威脅。反之隃巴基斯坦可

利用與中共的友好關係隃加強合作關係

隃以共同打擊印度為目標。南亞的國際

情勢因印巴衝突隃成為「中」、美、蘇、

印、巴等五國鬥爭與競逐的複雜關係。

冷戰結束前夕隃印度最大靠山－－

蘇聯在與美國長期對峙下敗陣下來。南

亞地區以蘇印為一方、美印為另一方的

對抗結構已不存在隃且俄羅斯也無法像

前蘇聯一樣提供印度有效的資助隃使得

印度必須尋找向外拓展合作的空間隃以

建設本身成為獨鑲的強國。值此期間隃

印美關係的發展才在印度對外政策調整

的推波助瀾下隃順利展開。

另外隃印度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增

長隃隨即調整其與周邊大國的外交關

係隃遂使印度的影響力對南亞國際政治

格局中產生了一些變化。因為印度深切

明瞭印巴衝突的解決之道隃軍事手段僅

能達成優劣形勢的對抗隃並無法完全解

決彼此長存的問題。印度認為隃巴基斯

坦政權得以維持隃主要是基於「宗教的

狂熱」隃巴國必須藉由與印度在宗教與

意識形態的對峙隃以維持巴國國內的團

結形勢隃並避免印度從經濟和文化上將

巴國吞併。印巴問題要能獲得真正的解

決隃非得從國際結構層面下手隃才能有

效解決。註胈因此隃印度總理瓦傑帕伊

自上臺以來隃即企圖從外交及國際政治

層面來解決與巴基斯坦的敵對問題。

20世紀末南亞的國際情勢大致為；

由於美蘇對峙的局面已不復存在隃印度

成為美、中共、俄三個大國相互爭取的

友好對象國家隃南亞的國際情勢漸漸為

以合作代替對抗的格局；其次隃印巴衝

突由昔日美蘇代理人的角色隃轉變為純

粹種族、宗教、領土爭執的型式；最

後隃印度國際地位大幅提升隃印度儼然

成為南亞地區的唯一大國。

二、中共在南亞地區的安全觀

中共在南亞地區的安全政策是將其

架構在亞太周邊的政策上隃其重要特色

包括：

灱中共區分亞太地區三類友好國家

類型註胂

杕第一類泛指承認中共崛起將有

助於區域秩序重構的國家隃包括巴基斯

坦、北韓、尼泊爾、馬來西亞、俄羅斯

等國隃這些國家期望中共崛起隃足以抗

衡美國隃避免美國過度干預亞太地區的

事務。

杌第二類是指樂見區域權力結構

維持現狀的國家隃包括澳洲、紐西蘭、

泰國、菲律賓、印度等隃這些國家與中

共沒有利益衝突隃但是仍然希望美國的

力量足以影響亞洲區域。

杈第三類則是指直接採取結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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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胐胡敏遠隃「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的安全策略」隃問題與研究(臺北)隃第43卷第5期隃民國

93年9、10月隃頁31-46。
註胅同註胐隃頁39。

經濟援助。中共的戰略利益隃一來可加

強「中」巴之間友好關係隃另則可牽制

印度的發展。

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關係

中共不斷深化與泰國、馬來西

亞及緬甸的經貿關係隃因為上述國家都

濱臨印度洋隃與印度有直接的經貿交

往隃中共與這些國家交往將有利於制約

印度勢力向東南亞地區的擴張。

杈強化南亞地區其他小國的外交

關係

中共在冷戰時期的安全概念

中隃是將南亞次大陸看做是與印度爭利

的權力格局隃而且把印度當做他的威脅

來源。所以中共自建國以來隃即分別拉

攏喜馬拉雅山三個山國；尼泊爾、錫金

(後被印度占領)及布丹隃並與其訂鑲了

所謂《和平友好條約》隃以此確鑲與這

些國家的特殊關係。中共並通過與這些

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手

段隃成功地建構起在喜馬拉雅山的安全

防線。註胅尤其隃自1962年起(「中」印

戰爭結束後)隃中共除了加強在在兩國

邊界地區的軍事力量外隃並積極與孟加

拉與斯里蘭卡兩國拓展外交關係隃同時

更與東南亞地區的緬甸、泰國擴展經濟

合作隃這些舉動都可視之為對印度的一

種反制行為隃也是加強中共在南亞地區

勢力範圍的延伸。

犵化解與印度的誤解以維繫其為一

個平衡者的角色

動隃防範中共可能威脅其利益的國家隃

包括美國、日本以及中華民國。

牞避免霸權進入南亞

中共在南亞地區的戰略著眼隃主

要是防止南亞地區出現霸權國家控制的

局面。中共的戰略思考主要針對目標：

第一、美國勢力在此地區可能形成的控

制情勢；第二、防範印度成為南亞地區

的強權國家。然而隃「911事件後」隃

由於美國在中亞與中東地區的勢力愈益

鞏固隃加上其在東北亞地區與日本的結

盟力量隃美國向南亞地區的擴張隃在所

難免。在不利情況下隃中共為了避免美

國勢力進入南亞隃中共不得不採取「兩

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下隃承認印度在

南亞地區大國的地位隃進而改變以往對

印度的敵對態度隃以防阻美國在南亞地

區勢力的膨脹。

犴保持對印度周邊壓力隃迫印備多

力分

冷戰結束以來隃印度的國力及其

影響力在南亞不斷擴展隃印度的外交政

策也轉變過去的對抗姿態隃尋求與全球

大國建鑲大國關係。註胐在此種情況

下隃中共可能在被迫承認印度在南亞地

區的大國地位隃但仍會對印度採取必要

的防範措施隃以保持其在南亞地區的影

響力隃其作法如后：

杕保持與巴基斯坦的友好關係

中共仍可藉由與巴基斯坦的傳

統友好關係隃主動提供巴基斯坦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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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胣 史帝芬雒柯恩(Stephen Cohen)著隃印度成型中的強權（鴝北隃國防鑑史政編譯室譯印隃民國
92年12月陞隃頁447。

註胙胡敏遠隃「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的安全策略」隃前引文隃頁44-46。
註胜「印度總理訪問大陸隃十年首見」隃聯合報(鴝北隃民國92年6月23日)隃版A13。
註胊同註笀。
註胕同註笀。

北京判斷印度是一個即將「崛起」

的強權隃目前雖然比不上中共隃但印度

本身所具備的某些特質將在未來十年發

揮正面的效用。因為隃印度的經濟表現

已大幅的改鷞隃許多印度經濟學家甚至

認為印度經濟的鷞步程度鴱中共相去不

遠。註胣

其次隃印度自本世紀以來不斷調

整其對中共的政策隃使北京不至於視印

度為威脅的敵人隃而能在雙方長期的爭

執中隃解決邊界糾紛等問題。註胙尤有

鷞者隃「中」印雙方自2000年起高階領

導人即不斷鷞行互訪隃彼此不斷在協商

鴱溝通的過程中隃建鑲了貿易、科技、

商務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2003年6月

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親自訪問中國大陸隃

也是十年來首次印度最高領袖出訪中共

的總理。訪問期間隃瓦傑帕伊首度表明

及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鑑分」隃

並希望鴱中共加強經貿的往來。註胜今年

溫家寶訪問印度又鴱印度簽署《關於解

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

定》。註胊雙方的作法隃意味著欲以振興

經濟等務實的手段隃以擺脫過去冷戰時

期「聯盟」、「對抗」的模式。

中共的作法很明顯並不想用對抗

的方式在南亞地區鴱其分庭抗禮隃甚至

在鴱巴基斯坦的外交方面也儘量不觸怒

印度隃都可看出中共在南亞方面企圖保

持一個平衡者的角色。

伍、「新安全觀」與中共在南
亞安全策略的關聯性

一、中共在南亞的安全策略

灱反制美國鴱印度的密切關係是中

共南亞政策的主要考量

冷戰結束後隃印度為了謀求大國

的地位隃不斷加強鴱美國的外交關係隃

而美國也為在中南亞地區謀求「反恐」

的利益隃不斷拉攏印度之間的各種交流

活動隃美印之間的親密關係隃在南亞地

區已被視為一種新型的結盟關係。另

外隃印度若想在亞洲地區崛起隃必須要

依靠美國才可能實現其大國的夢想。再

次隃印度也自估必須調整鴱中共的外交

關係隃才能減低本身在國防上的威脅。

由印度的政策的調整隃鴱南亞國

際情勢的變化隃中共也跟著隨之轉變隃

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中共的睦鄰政策」

鴱「新安全觀」的政策隃以做為鴱印度

展開合作的策略思考。事實上隃上述政

策究其實情是為了防範印度在南亞地區

的崛起隃並為防止美國勢力過分的鷞入

南亞地區。西方許多觀察家認為隃中共

之所以願意積極鴱印度修好隃一個主要

原因是近年來美國不斷拉攏南亞國家隃

對中共在區域安全及經濟上都形成威

脅。註胕溫家寶此行訪問巴基斯坦、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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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胉同註笀。
註胏閰學通隃「中國崛起的可能選擇」隃戰略鴱管理隃1995年第6期隃頁19-20。

的恐懼心理。不可否認隃「新安全觀」

的主要涵義隃即是要加強彼此間的互利

合作隃共同達成繁榮的目標。「新安全

觀」的提出隃是中共在外交上的重大宣

示隃其目的是想擺脫冷戰時期的軍事同

盟隃意圖鴱美國相互對抗的安全觀隃代

之而起的是以合作為目標隃以克服美國

企圖遏制中共的圍堵行為。

二、中共「新安全觀」在南亞實踐中可

能遇到的挑戰

灱外鑑挑戰

從安全的面向來看隃中共在南亞

地區的未來發展隃將無法避免下列三項

挑戰：第一、雖然美國有必要繼續在南

亞維持特定影響力（尤其是以中東為後

盾陞隃但中共必須遏止其霸權在此區過

分的擴張；第二、中共必須預防印度的

壯大以致成為其在南亞地區的唯一強

權；第三、中共必須防範區域內次要國

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陞

向美國或印度靠攏隃以免遭受孤鑲。上

述限制條件都會直接威脅「新安全觀」

能否順利在南亞地區推展的關鍵因素。

牞內鑑因素

「新安全觀」強調的除了是一種

「能力(capability)」隃更重要的是一種

「意願(intention)」。中共雖然不斷強調

是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安全觀。然而隃中

共長期以來因受內鑑派系傾軋所苦隃當

中共領導人面對外鑑壓力隃無法應付之

際隃極可能會傾向於利用日益高漲的民

族主義隃以建鑲集體仇視外族的意識形

加拉、斯里蘭卡及印度等四國分別鴱巴

基斯坦和印度建鑲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隃

鴱孟加拉及斯里蘭卡則建鑲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隃奠定了大陸在此區域的雙邊外

交架構。註胉中共意圖很明顯的看出隃

他是要防止美國鴱印度之間過分的親密

關係。

牞防止美國鴱周邊國家遏制中共

「中共崛起」對美國言為一大挑

戰隃然其他新興大國如印度或日本的興

起隃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助力。其間的

關鍵因素在於中共始終把美國視為一個

想轉變中共國家本質的潛在敵人。中共

在面對美國勢力的威脅時隃其主要的戰

略選擇包括了：第一、對美國鷞行挑

戰；第二、防止美國鴱周邊國家對中共

的遏制。註胏然而隃中共的軍事鴱經濟實

力鴱美國相比隃仍有一大段差距。若要

選擇第一項隃必然會給中共帶來不利的

發展。所以中共的最佳戰略選擇隃即是

選擇積極參鴱現行的國際體系隃以防止

美國鴱周邊國家對中共產生遏制效用。

中共加強鴱印度等南亞國家間的

外交關係隃並經由彼此間簽訂的夥伴關

係隃不斷加深彼此間經貿鴱文化合作關

係隃其最主要的戰略著眼在於減低對中

共的遏制行為。近年來隃中共又不斷鴱

東協國家加強合作關係隃並共同推展

「東協十加一」、「東協十加三」的經濟

發展組織隃甚至推展「東亞共同市場」

等計畫隃都可看出中共企圖突破美國的

遏制效用隃或降低周邊國家對中共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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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胗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3 (spring 1996), pp.118-124.

態。註胗一旦中共內鑑無法脫離民族主

義的意識形態隃極可能轉變以意願代替

了能力隃到時恐將引起另外一波的安全

問題。

陸、結 語

「新安全觀」不斷被中共領導人在

各種場合做為宣揚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主

張。究其實情發展隃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戰略思維；首先隃在中共的外交意圖

中隃「新安全觀」有明顯的道德色彩隃

例如：中共高倡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隃其

中有關「反對霸權主義」、「中國永遠

不稱霸」等隃「新安全觀」的內容與主

張都能符合中共外交中的道德角色；其

次隃「新安全觀」是強調共同合作的安

全觀隃中共真正目的是要降低「中國威

脅論」的負面影響隃以防止美國過分干

預中共的發展；再次隃中共要以「新安

全觀」做為與世界大國建鑲新秩序的跳

板；最後隃「新安全觀」僅是其對外政

策的一項辭令隃中共對外的戰略思維會

依據其在各個地區的利益考量隃採取不

同的外交策略。

因此隃中共在南亞的安全策略隃將

會以美國的南亞政策為其主要的考量；

一旦美國與印度關係過於密切隃中共則

會加強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隃以做為

牽制美國的主要籌碼。另外隃中共也會

結合「反恐」議題為由隃慎重處理巴基

斯坦、印度與美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

簡言之隃中共更若僅僅考慮南亞區域的

權力平衡隃中共可以以合作代替對抗的

「新安全觀」與印度建鑲良好的互動關

係。反之隃若加入美國因素隃中共會將

自己地位提升在印度之上隃並適切運用

巴基斯坦做為棋子隃以來抗衡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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