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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自從美國於二○○七年宣佈將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俄國前

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便一反過去自九一一

事件後配合美國全球反恐的政策。二○○七年二月普欽在慕尼黑舉

行的國際安全會議上抨擊美國在全球議題上專斷獨行，此舉讓世界

更加不穩定。接著便陸續宣佈許多反制措施，包括研發試射飛彈，

準備在靠近波羅的海的加里寧格勒州（Kaliningrad）部署飛彈等措

施。其次，二○○八年八月俄國出兵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在

面對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譴責，俄國現任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i 

Medvedev；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表達不希望與西方國家發生對抗，

但若遭到攻擊必將反擊。此番談話應為俄國現今面對國際事務，尤其

是面對西方國家的挑戰俄羅斯的基本立場。然而梅氏亦表達出俄羅斯

不想與任何國家發生對抗，俄羅斯不打算將自己孤立起來。至於俄國

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則清楚闡述俄國未

來對外政策的看法，拉氏指出俄羅斯向南奧塞梯地區出兵的決定，為

該國捍衛國家利益樹立新的標準。此番言論表明俄羅斯不會屈服於外

部壓力。

美俄關係自二○○八年八月俄國和喬治亞衝突後開始惡化，直

至二○○九年一月美國新總統歐巴馬（Barak Obama）就職後，美國

開始思考修補美俄關係。首先，在二○○九年二月美國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在慕尼黑舉行的國際安全會議中提及，美國準備與俄

羅斯重新展開新關係。接著是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二○○九年三月在日內瓦會面，兩人

共同按下「重啟」美俄關係的紅色按鈕，兩人達成重啟雙邊關係，

協商新戰略性武器裁減條約的共識。二○○九年七月歐巴馬總統訪俄

修補美俄關係，對於俄國關切的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議題則以



42金磚國家之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

設立委員會「研究」的方式，暫時將雙方的歧見延後討論或暫時「冷

凍」起來。

本論文將以俄羅斯與北約關係為主軸，但此雙邊關係與俄美兩國

關係有很密切的連動關係。因此，本文將會以美國推動北約東擴議題

為核心，主要鎖定在二○○七至二○○八年間美國宣佈在東歐部署導

彈攔截系統與支持烏克蘭和喬治亞加入北約的議題，及隨後俄羅斯的

反制作為。本論文首先闡明俄羅斯對外政策演變，接著論述北約的東

擴政策如何挑戰俄國的核心利益及俄國對上述北約政策的認知及反制

方法、各國對俄喬衝突的觀點及立場、再者則是比較美國小布希政府

及現今歐巴馬政府對俄政策的重點及差異，最後總結俄國與北約的關

係。



貳、俄國外交政策演變

一、 普欽前期外交政策（二○○○—二○○七年
二月）

二○○○年俄羅斯總統普欽上臺以來的對外政策，係希望與西方

國家開展合作，而非一味地談論俄羅斯大國地位，主張對外政策須符

合實際，堅持務實及效益原則，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
�
。經過多次討

論與修改，俄國政府在面向新世紀時，於二○○○年七月提出對外政

策第二份綱領性文件「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從而確立新世紀

俄羅斯外交政策基本目標和整體佈局。俄羅斯外交方針的優先方向為

保護個人、社會和國家利益
�
。

普欽所批准此份新世紀對外政策概念與前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Борис Ельцин）時代不同處在於：（一）對外政策的目標範

圍收縮。俄羅斯所面臨的外交主要來自內部，內部衰弱導致對外政策

失敗
�
。「一邊倒外交政策過度強調意識型態與戰略利益上與西方的

一致性，使國家利益遭受巨大損失
�
。「全方位」外交即為修正「一

邊倒」外交的缺失，「全方位」外交強調在廣泛參與的國際活動中堅

持俄羅斯立場，表明俄國政策有別於以美國為首所代表的西方國家。

此類型外交固然堅持俄國利益與立場，但對俄國介入國際議題的焦點

未臻妥當，且對自身能力估計過高。新世紀俄國對外政策即修正上述

兩者的缺失，在目前實力未足的情況下，俄國將適度縮減對外政策目

1 羅伊‧麥德維杰夫，王曉玉、韓顯陽譯，普京－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191-194。

2 潘德禮主編，俄羅斯十年（下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754-755。
3 羅伊‧麥德維杰夫，王桂香等譯，普京時代－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北京：世界知識出
版社，2001年，頁33-34。

4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1997年，頁3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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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範圍，以達成目標與手段間的平衡
�
。（二）堅持和保障俄羅斯

的核心利益。俄國外交總體原則為固守核心利益，在其他領域和目標

方向保持靈活性，容許做出較大讓步。此舉係避免在無法獲取顯著的

國家利益情況下，付出無謂的經濟代價；同時亦盡可能避免與外部世

界對抗
�
。（三）突顯外交政策的經濟作用，外交活動需與國家經濟

利益結合。盡快發展經濟以增強國力是俄國確保國際地位的基礎。俄

國對外政策將緊扣保障國家安全及發展國家經濟這兩個主軸前進
�
。

二、 普欽後期俄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二○○七年
二月-二○○八年五月）

自從美國於二○○七年宣佈將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俄國前

總統普欽便一反過去自九一一事件後配合美國全球反恐的政策。二○

○七年二月十日普欽在第四十三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中強烈抨

擊美國於全球「幾近無限制地」使用武力，華府窮兵黷武不僅造成全

球局勢動盪，也迫使弱小國家研發核子武器以求自保。普欽致詞時細

數美國的不是，包括他當政七年內，俄美間的許多齟齬。例如，「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至波羅的海，根本與北約的現代化無關。他

說，北約過去曾承諾，不會在德國東邊部署軍隊，俄羅斯認為這是北

5 Igor Ivanov. “The New Russian Identity: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4:3, Summer, 2001, pp.2-3.

6 尚偉，冷戰後俄羅斯軍事戰略思維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
273-280。

7 連弘宜，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翁明賢等主編，新戰略論，臺北：五南出版公司出
版，2007年，頁16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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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對俄國安全所作的保證，但如今北約軍力已逐漸逼近俄羅斯。這具

有挑釁意義，會減少俄羅斯和北約的政治互信。
�

此外，普欽批評美國發展彈道飛彈防禦系統，引發新的核子武

器競賽。而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作為，反倒使中東情勢變得更不穩

定。普欽還譴責美國破壞若干國際機構的功能，如多次派員赴前蘇聯

國家觀察選舉的「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已變成「專為

某國外交政策利益服務的粗鄙工具」。這是普欽自上任以來對美國

所作最嚴厲的批評，他宣稱「世界已變得單極化，變成由一個國家

主宰
�
」。普欽指責美國「在各方面都逾越了它的國界」，其「單方

面、違法」的軍事行動根本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而這些行動「把我們

帶往一個又一個衝突的深淵」。
�0
（有關俄國外交各階段情況詳見表

一：俄羅斯外交五個階段一覽表）

三、 梅德韋傑夫初期外交政策（二○○八年五
月-二○○九年七月）

普欽時代進入梅德韋傑夫時代，主要係延續普欽時代後期政

8 Vladimir Putin,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 о  в о п р о с а м  п о л и т и к и  б е з о п а с н о с т и（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演
說），” President  of  Russia ,  <ht tp: / /www.kremlin. ru/appears /2007/02/10/
1737_type63374type63376type63377type63381type82634_118097.shtml>(10 Feb 2007).

9 Andrew Monaghan. “‘An Enemy at the gates’ or ‘from victory to victory’-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4(2008), pp.719-721.

10 Vladimir Putin,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 о  в о п р о с а м  п о л и т и к и  б е з о п а с н о с т и（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演
說），” President  of  Russia ,  <ht tp: / /www.kremlin. ru/appears /2007/02/10/
1737_type63374type63376type63377type63381type82634_118097.shtml>(10 Feb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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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俄國外交重點應是加強俄國對獨立國協國家的影響力、避免北約

實質勢力的東擴、加強與歐盟對話、直接與美國商討國際議題並坦率

地表達自身立場及解決方式、與東方國家印度及中國保持更密切的關

係、加強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尤其突顯聯合國在解決國際衝突上的

角色，選擇一些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議題，強烈表達俄國的立場。隨著

俄國綜合國力提升，俄國會加強在世界各地區的影響力，但與其利益

相關的國家優先發展更密切的關係。這亦是普欽外交的特點之一，基

本上普欽主張外交係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外交不從事對實質國力提

升無助益之事。

上述俄國外交重點便包括持續加強與中國及印度的關係。俄中

關係除兩國雙邊關係的面向外，亦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加強與區域國家

間的合作，除增進對區域國家的影響力，亦可提升兩國在國際間的地

位。至於對東亞國家日、韓則保持友好，期望這兩個經濟較佳的國家

能投資開發遠東及西伯利亞。對北韓則保持基本的影響力。

俄國對美政策則相對複雜許多，俄國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對

於美國不友好的舉動會提升反對的強度，但重點是美國對俄政策本身

亦不是一成不變。從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俄國的合作感到滿意，到

反恐行動告一段落之後便開始質疑俄國的民主、法治、傳媒自由等

議題
��
，再到計畫在東歐部署反飛彈系統。因此俄國對美政策係較處

於「接招」態勢，相較下較無主動出擊的動作
��
。不過科索沃獨立事

件，可成為一個觀察點。俄國強烈反對該國獨立，稱此舉係在國際間

形成一個惡例，並指出必要時可能動用武力。
��
基本上，由於此事件

11 羅伊‧麥德維杰夫，王尊賢譯，普京總統的第二任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頁220-223。

12 許志新主編，重新崛起之路－俄羅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年，頁311-313。

13 Reuters, “Russia Issues New Warning Over Kosovo,” China Post website,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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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及俄國最敏感的部分－內部民族問題，加上俄國傳統上支持塞爾維

亞，而這事件亦如前述是屬於「選擇一些與自身利益相關的議題，強

烈表達俄國的立場」的事件。

普欽外交政策另一項和過去俄國（蘇聯）政府不同之處，其中

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對歐洲的看法，過去認為歐美一體皆為所謂西方國

家，但普欽很強調歐洲一體，而且希望俄國能夠融入歐洲
��
，亦即所

謂「歐洲是歐洲人的歐洲」。因此，歐洲國家對俄國的接受程度就成

為俄國對歐政策是否成功的關鍵。由於前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或原蘇

聯加盟國紛紛選擇加入歐盟，基於過去交往的經驗對俄國的印象可能

不是太好，但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國家與俄國的關係逐漸步上正常國

家的交往，再加上有歐盟當靠山，與俄國交往的勇氣亦逐步增強。歐

盟是有可能與俄國逐步藉由對話彼此了解，追求共同的利益，在政策

上有逐步趨同的可能性。歐洲國家現階段對俄國最在意的部分應屬能

源議題。俄國擁有此項「武器」，讓俄國在與歐洲國家交涉中，擁有

更多的籌碼，俄國必然不會放棄發揮此「武器」功用的機會，設法讓

歐洲向自身方向靠近，間接讓歐美關係冷淡，如能達成此目標，基本

上俄國對歐美的外交政策已符合現階段（普欽後期及後普欽時期）的

目標。

在外交方面，從梅德韋傑夫目前的表述來看，他在外交方面要堅

持普欽路線，從國家利益出發，奉行過去八年來的獨立外交路線。近

年來俄羅斯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態度強硬的實質，在於雙方實力

對比的變化，俄羅斯國力的重新增強，導致了它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

 chinapost.com.tw/international/2008/02/13/142650/Russia-issues.htm>(13 Feb 2008).
14 許志新主編，重新崛起之路－俄羅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年，頁33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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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忍氣吞聲」。普欽在即將卸任前即已感受到西方國家期待梅

氏應較好交涉，普欽在會見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時明

白表示，俄羅斯新當選總統梅德韋傑夫將在國際舞臺上積極維護俄國

家利益，西方國家與梅德韋傑夫打交道並不會「更容易」。
��

表一　俄羅斯外交五個階段（1992-2011.09）一覽表
外交政策 時　間 總　統 外　長 內　容

一邊倒 1992-1995 葉利欽

（1991- 

1999）

柯茲列夫

（1992-  

1996）

希望全面改善和發展與西方國家的

關係，期待獲得大量經濟援助，並

與西方結成戰略聯盟，以實現最終

融入西方世界的戰略目標。

全方位 1996-1999 普利馬可夫

（1996- 

1998）

希望與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完全平等

伙伴關係，捍衛俄羅斯自身利益，

改變對西方國家一昧讓步的局勢，

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並努力成為

世界多極體系中的一極。伊凡諾夫

（1998- 

2004）

經貿至上 2000-

2007.02

普欽

（2000-

2008.05）

希望與西方國家開展合作，而非一

昧地談論俄國大國地位，主張對外

政策須符合實際，堅持務實及效益

原則，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拉夫羅夫

（2004-

2011.09）

強勢作為

捍衛利益

2007.02-

2009.09

梅德韋傑夫

（2008.05-

2011.09）

勇於面對西方的挑戰，敢批評美國

在國際事務上的處理方式，對違反

俄國利益事項，適時給予反擊。

15 Vladimir Putin,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канцлером Германии Ангелой Меркель（普京和梅克爾會談結束後
記者會回答問題），”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8/03/08/
2237_type63377type63380_161952.shtml>(8 Ma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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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併重 2009.09-

2011.09

重回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合

作的道路，藉由與美國的修好，努

力營造大國的姿態。持續加強與東

方國家實質的合作，藉由經貿利益

來加強國內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 連弘宜，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翁明賢等主編，新戰略論，臺北：五南
出版公司出版，2007年，頁165-167；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
北：揚智，1997年；潘德禮主編，俄羅斯十年（下卷），北京：世界知
識出版社，2003年；許志新主編，重新崛起之路－俄羅斯發展的機遇與
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作者自行整理。



參、北約近來東擴引發俄羅斯的反制行動

一、美國強力支持烏克蘭及喬治亞加入北約

二○○八年四月二至四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簡稱北

約）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舉行高峰會，該次峰

會是北約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該次會議主要有三項議題：「東

擴」、「行動」、及「能力建設」。「東擴」係指克羅埃西亞、阿爾

巴尼亞、馬其頓、烏克蘭及喬治亞等國能否加入北約；「行動」係指

阿富汗和科索沃（Kosovo）安全問題；「能力建設」則指將賦予北

約新意涵及新任務
��
。

該次會議最受囑目的顯然是北約東擴議題，會議最後決議邀請克

羅埃西亞及阿爾巴尼亞成為北約第二十七及第二十八個會員國；馬其

頓則因希臘反對，終未能加入。此外，儘管有美國強烈的支持，但因

歐洲內部未產生共識，尤其是德、法兩國反對，使本次會議未能通過

烏克蘭及喬治亞兩國加入北約。
��

德法兩國的反對除了自身的國家利益（主要以經濟利益為

主），及歐洲安全（亦牽涉到自身安全問題）外，更深層的問題恐是

全歐洲統合問題。隨著歐洲不斷東擴，此舉意味著歐洲實力不斷提

升，因此更需要擺脫美國的控制。當初由於美蘇兩極對峙，歐洲成為

雙方的前線，西歐國家無力單獨面對蘇聯可能的軍事行動，因而參與

由美國所領導的北約。但現今情況已大幅改觀，昔日的對手已表達願

意和自己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對手的勢力範圍（東歐諸國）更早已加

16 Dmitri Trenin. “NATO and Russia:Parnership or Peril?” Current History, Oct. 2009, 
pp.300-301.

17 “Bucharest Summit Declaration,” NATO, <http://www.nato.int/docu/pr/2008/p08-049e.
html>(3 Ap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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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約或歐盟，已經成為自身的一部分。此時思考擺脫美國的控制、

或向美國表達反對其主導議題的態度、或至少向俄羅斯表達尊重其意

向，避免與俄國關係惡化，顯然是德法等歐洲領導國家應採行的政策

選項。

俄羅斯對這兩個前蘇聯共和國加入北約表達強烈反對的態度，顯

然造成德法兩國在此事上採取謹慎態度的原因。這其中牽涉：（一）

國家利益；（二）歐洲安全；（三）全歐洲統合等層面。首先、有關

涉及德法兩國國家利益層面，俄羅斯是歐洲能源供應的主要來源之

一，對德國的重要性更是不可或缺，德國無法對俄羅斯的強烈反對立

場視而不見。若德俄關係惡化，俄國可能在能源供應採取報復舉動，

德國在經濟上將會受到嚴重的衝擊。能源問題極可能是歐洲未來發展

的關鍵，而此關鍵又繫於俄羅斯。俄羅斯已利用其豐富的能源及其擁

有輸送管道的優勢，讓歐洲感受到俄羅斯的壓力
��
。其次、有關歐洲

安全層面，俄國除採取能源議題報復外，也可能會採取軍事方面的反

制行動。俄羅斯時任總統普欽在二○○八年二月就曾表達過，如果烏

克蘭入約，同意在其領土上部署反導系統，俄國可能不得不將戰略核

導彈對準烏克蘭。
��

18 Leonid, A. Karabeshkin. & Dina R. Spechler.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Russia’s Expec-
tations, Responses,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6, Nos.3-4, Sep-
Dec. 2007, pp.311-312.

19 Vladimir Putin,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высшими офицерами по случаю их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а вышестоящие должности и присвоения им высших воинских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ваний)（高級軍官晉任暨布達典禮演說），”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8/02/15/1553_type63376type122346_160260.sht-
ml>(15 Feb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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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國對北約強力東擴的立場與態度

自上世紀九○年代初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在短暫討論北約存

廢，後確定繼續存在並將組織任務作調整後，即積極開始進行東擴的

工作。同時俄羅斯也展開反對該組織東擴的反制行動，俄美（歐）之

間關係隨著此議題發展有時面臨劍拔弩張的情況
�0
。從第一波東歐三

國（波蘭、捷克、匈牙利）在一九九九年入約、第二波東歐七國（愛

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

維尼亞）在二○○四年入約
��
，本次巴爾幹半島的克羅埃西亞及阿爾

巴尼亞兩國入約應可稱為第三波入約。根據過去北約東擴的經驗可歸

納出兩個層次：第一層次為成員國向東擴張，亦即接納更接近俄羅斯

邊界的國家加入；第二層次則為軍事設施向東部署，此將對俄羅斯防

衛造成威脅。俄羅斯原則上當然反對北約東擴（包括會員國及武器部

署），但最後在會員國入約的第一層次方面則會妥協（不論出於自願

或不得不同意），但對於武器部署在新加入會員國方面則採取強烈反

對的態度。
��
俄羅斯對於歐洲其他國家入約的底線應會以前蘇聯共和

國為限（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除外），亦即堅決反對前

蘇聯共和國加入北約，對於原屬蘇聯勢力範圍的東歐國家則採取默認

的態度。故俄羅斯若要阻止烏克蘭及喬治亞加入，較佳的方式恐需由

該兩國內部著手，設法讓兩國出現親俄政權，才可減緩兩國政府急欲

20 潘德禮主編，俄羅斯十年（下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781-783。
21 袁勝育，轉型中的俄美關係－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的關聯性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06年，頁209。

22 Vladimir Putin,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Совета Россия–НАТО（有關俄羅斯-北約會議成果報告及回
答記者提問），”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8/04/04/
2030_type63380type82634_163119.shtml>(4 Ap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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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北約的立場
��
。

俄羅斯現今對北約（歐盟或歐洲）係採取戰略守勢，而且還是在

其對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後，俄羅斯才會加以反擊。有關全歐洲統合

議題，前普欽政府及現今梅德韋傑夫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以融入歐洲主

要基調之一，俄羅斯也表達參與歐洲事務的意願與誠意，但俄國主張

應由歐洲國家來決定自己的事務，反對非歐洲國家（主要指美國）對

歐洲事務，尤其是俄羅斯應有對歐洲全面統合（主要指俄羅斯融入歐

洲）議題享有發言權
��
。

23 Anrrey Makarychev. “Russia, NATO, and the “Color Revolutions,”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47, no.5, Sep.-Oct., 2009, pp.42-43.

24 許志新主編，重新崛起之路－俄羅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年，頁352-354。



肆、俄喬衝突彰顯全球安全議題的爭議性

二○○八年八月上旬喬治亞突對南奧塞梯（South Ossetia）地區

發動軍事行動，俄羅斯亦迅速回應出兵進入該地區。原本在北京參與

奧運開幕式的俄羅斯總理普欽亦迅即回國處理這次事變。西方國家在

俄喬衝突中呼籲雙方停火，並設法回到事變前的狀態。歐盟輪值國主

席法國總統沙科吉（Nicolas Sarkozy）親赴莫斯科斡旋，終達成六點

停火協議。
��
但俄喬雙方仍不斷指責對方違反協議內容，美歐方面亦

開始對俄羅斯出兵舉動加以抨擊。俄國突然宣佈承認本次俄喬衝突地

區南奧塞梯及另一個爭議地區阿布哈茲（Abkhazia）兩地區獨立。

一、美國反應

美國對於俄喬衝突自事件開始即採取強烈譴責的態度，美國時任

總統小布希在北京參加奧運時即對此事件發表看法，表明俄國入侵喬

治亞是不能接受的，要求俄國停止對喬治亞採取的軍事行動。
��
隨著

事件的發展，小布希又發表聲明譴責俄國的軍隊利用威脅和恃強凌弱

的手法在喬治亞推進，並警告俄國說它正走向國際孤立。布希再度聲

稱主張分離的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是喬治亞領土的一部分，美國將和

盟國合作，確保喬治亞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布希強調，西方不能靜坐

25 法國起草，俄喬雙方接受的停火協議六原則：停止使用武力；停止所有軍事行動；對
人道援助徹底放行；喬治亞部隊返回永久駐地；俄羅斯部隊返回衝突前的位置；舉行
有關南奧塞梯以及阿布哈茲兩地區前途的國際談判。

26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Situation in Georgia,”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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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望喬治亞的進展「受到莫斯科的圍攻」。
��
布希在俄國議會上下兩

院投票通過決議，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兩個地區的獨立，並呼籲

梅德韋傑夫總統承認這兩個地區時，公開呼籲俄國勿承認此兩個區域

為獨立國家。因為承認這兩個地區的獨立是違反國際法行為，美國聲

稱在此問題上會支持喬治亞。
��

美國當時國務卿賴斯（Condoleezza Rice）除赴歐盟輪值國法國

與法國總統沙科吉會商，由沙柯吉出面斡旋俄喬衝突外，並訪問喬

治亞表示美國的支持。
��
但此舉顯然還不夠展現美國對此事強烈的決

心，美國由當時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出訪包括此次爭議國家

在內的喬治亞和烏克蘭及亞塞拜然（Azerbaijan）等三國。訪問喬治

亞舉動顯然表示美國對喬治亞立場的強烈支持之意，另烏克蘭及亞塞

拜然則顯示美國加強與前蘇聯共和國關係之意。尤其是烏克蘭和喬治

亞皆積極尋求加入北約。至於亞塞拜然則較著重在能源議題方面。西

方國家支持的能源走廊途經亞塞拜然和喬治亞，俄國出兵南奧塞梯讓

西方國家擔心該能源走廊的安全。錢尼此次訪問此三國是向該地區發

出一個信號，美國未對該地區撒手不管。錢尼在訪問喬治亞時措詞強

烈譴責俄國，指稱俄羅斯企圖通過「非法」手段改變喬治亞版圖，給

俄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可信度投下陰影。錢尼同時表達美國將全力支持

喬治亞加入北約。
�0

27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Situation in Georgia,”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15.html>.

28 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Condemns Actions Taken by Russian President in 
Regards to Georgia,”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
es/2008/08/20080826-2.html>.

29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with Georgian President Mikheil Saakashvili,” US Depart-
ment of State Websi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8/08/108289.htm>.

30 Dick Cheney,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President Saakashvili of Geor-
gia After Meeting,”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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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約反應

北約於俄喬衝突後不久於布魯塞爾召開緊急外長會議，磋商如

何應對俄羅斯在喬治亞展開的軍事行動。這次會議是應美國要求而召

開，主要為喬治亞政府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強調北約對該國領土完整

的承諾。美國時任國務卿賴斯在會中表達西方國家一定不能讓俄羅斯

通過攻擊喬治亞取得任何戰略優勢，
��
但北約成員國之間對應當如何

懲罰俄羅斯仍存在重大分歧。美國、加拿大、英國及大多數東歐國家

要求對俄羅斯採取強硬姿態，而法國和德國等大多數西歐國家則擔心

強硬姿態會損害與莫斯科的關係。俄羅斯方面緊急外長會議後不久宣

佈停止與北約的所有軍事合作。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說得很坦白：莫斯

科並不是關閉未來合作的所有大門，但是北約必須決定什麼對它來說

更重要；是繼續支持喬治亞，還是與俄國發展伙伴關係。
��
俄羅斯對

北約持續支援喬治亞表達不滿，已發出警告將中止和北約在阿富汗反

恐戰爭中的合作。俄羅斯表達出是否做出這一決定將取決於北約在喬

治亞問題上的行動，俄羅斯中止和北約在阿富汗問題上的合作將影響

 es/2008/09/20080904.html>.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After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at the Level 

of Foreign Ministe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state.gov/secre-
tary/rm/2008/08/108557.htm>(19 Aug 2008).

31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After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at the Level 
of Foreign Ministe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state.gov/secre-
tary/rm/2008/08/108557.htm>(19 Aug 2008).

32 Sergey Lavrov,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в МГИМО(У)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случаю начала нов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 1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九月一日開學日在俄羅斯外交部國莫斯科國際關係大學演
說），” Russ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mid.ru/brp_4.
nsf/2fee282eb6df40e643256999005e6e8c/dc8247ee1acb0d95c32574b70038a1a5?OpenDoc
ument>(1 Se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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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約向阿富汗戰場運送後勤補給。
��

三、歐盟反應

歐盟對於俄喬衝突舉行緊急峰會並發表聲明表示，俄羅斯對南

方鄰國喬治亞的入侵是不可接受的，並強烈譴責俄羅斯承認分離地區

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歐盟各成員國在如何對俄羅斯做出反應的

問題上意見分歧。英國主張暫停歐盟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會談，而法

國和德國則尋求與俄羅斯進行對話。義大利也主張對俄羅斯採取更具

有安撫性的方式。最後各方妥協達成協議，歐盟同意推遲歐俄新的合

作夥伴關係對話，直至俄羅斯撤出其在喬治亞的軍隊至衝突前的地

點。
��
歐盟和俄羅斯新的伙伴關係協議主要涉及能源和貿易領域。歐

盟內部經歷了十八個月的磋商，才同意授權啟動談判。
��

現階段歐盟與俄羅斯發展雙邊關係的主要依據仍為一九九七

年所簽署的「夥伴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 ion 

Agreement）。但經過十年後該協定已不符時空背景，同時顯得有些

33 Sergey Lovrov,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 сси и  С . В . Л ав р о ва  п о  и то г ам  вст р еч и  П р е з и ден т а  Ро сси й ско й 
Ф ед е р а ц и и  Д . А . Мед в ед е ва  и  П р е з и д е н т а  Ф р а н ц у з с ко й  Ре с п убл и к и 
Н.Саркози в Майндорфе, Москва, 9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回答媒體有關梅
德韋傑夫及沙柯吉會談內容），” Russ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fi-
cial website, <http://www.mid.ru/brp_4.nsf/2fee282eb6df40e643256999005e6e8c/
8a659f2f8196219fc32574bf00511685?OpenDocument>(9 Sep 2008).

34 “Presidency Conclusions of the Extraordinary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02545.
pdf>.

35 Reuters, “Sarkozy heads to Russia seeking shift on Georgia,” Reuter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latestCrisis/idUSL7538745>(7 Sep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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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時，協定已到期，須由新的立法架構取代的問題。部分歐盟會員國

也同時針對俄羅斯天然氣供給的可信度產生質疑，因此堅持將能源供

給相關規範列入在歐盟與俄羅斯新的雙邊協定中。俄羅斯較偏好協定

內容不涉及能源問題。多數歐盟會員國希望能與俄羅斯達成相關協

議，主要為全面性改善氣候變遷問題以及讓俄羅斯現任總統梅德韋傑

夫能改變過往主政者的不妥協立場。歐盟係以此俄歐雙邊關係的架構

協定的磋商及簽署來設法牽制俄國的行動。

四、聯合國反應

聯合國安理會在有關喬治亞局勢的決議案上陷入僵局，美國和俄

羅斯互相拒絕對方提出的決議草案。法國在聯合國會議中向各國傳閱

他們提出的決議草案，內容要求俄羅斯馬上從喬治亞撤軍，並確保該

國的領土完整。俄羅斯拒絕這份草案，理由是他們堅信南奧塞梯和阿

布哈茲都想從喬治亞獨立。
��
莫斯科轉而傳閱他們自己的決議草案，

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認可此前由法國提出，得到俄羅斯和喬治亞同意的

停火協議。但是美國及其盟國堅稱俄羅斯沒有遵守停火計畫，因為俄

軍從喬治亞撤軍的速度不夠快。至二○○八年八月底止安理會已就喬

治亞問題召開過六次緊急會議，由於俄羅斯的否決權，會議沒通過任

何決議或聯合聲明。美俄在聯合國的攻防戰主要是美國譴責俄羅斯進

攻喬治亞，而俄羅斯則以美國進攻伊拉克及西方支持科索沃獨立反

36 「聯合國安理會第五九六九次會議記錄」，聯合國官方網站，<http://daccessdds.
un.org/doc/UNDOC/PRO/N08/492/96/PDF/N0849296.pdf?OpenElement>（2008年8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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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五、中國反應

二○○八年八月下旬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在其成

員國塔吉克（Tajikistan）首都杜尚別（Dushanbe）舉行年度峰會，

該組織六個成員國領導人親自出席。本次會議最受人囑目的是該組

織，包括中國對俄羅斯和喬治亞衝突的態度及是否支持俄羅斯所採取

的舉動。

俄國利用參與上合組織峰會的機會尋求成員國的支持，但該組

織並沒有給予俄國全力的支援。包括中國在內的該組織成員國僅在本

次峰會的「杜尚別宣言」表示，該組織成員國歡迎二○○八年八月

十二日在莫斯科由法國總統與俄國就解決南奧塞梯衝突通過六點原

則，「支持俄羅斯在促進該地區和平與合作中發揮積極作用」，「呼

籲有關各方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現有問題，致力於勸和促談」。
��
但同

時在該宣言中亦明白表達「企圖單純依靠武力解決問題是完全行不通

的」，「必須尊重每個國家和每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根據

國際法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發展

所作的努力」。
��

俄國雖然未獲得上合組織全力支援，但在另一個議題有關美國準

備在東歐的波蘭及捷克佈署反導系統及雷達站方面，俄國的立場則獲

37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杜尚別宣言」，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
sectsco.org/news_detail.asp?id=2349&LanguageID=1>。

3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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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合組織的認同。該組織在會議宣言中指出：「建立全球反導系統

不利於維護戰略平衡、國際社會就軍控和核不擴散做出的努力、增強

國家間信任和地區穩定」。
��

39 同前註。



伍、 美俄關係改善帶動北約與俄國關係
逐步恢復正常

一、美國新政府釋放改善關係的訊息

美俄關係自二○○八年八月俄國和喬治亞衝突後開始惡化，直至

二○○九年一月美國新總統歐巴馬就職後，美國開始思考修補美俄關

係。首先，在二○○九年二月美國副總統拜登在「慕尼黑安全政策會

議」中提及，美國準備與俄羅斯重新展開新關係。他表達：「現在是

按下重設鍵和重新檢視我們可以和應該合作之處的時候了。」拜登提

及俄國方面最反對的東歐部署飛彈防禦計劃，並表達歐巴馬團隊可能

會檢討此事。當時與會的俄國副總理伊凡諾夫（Sergei Ivanov）回應

稱，拜登的談話「非常正面」，表示美國對俄國政策的基調發生相當

大的變化。俄羅斯駐北約特使羅戈辛（Dmitry Rogozin）對拜登上述

有關飛彈防禦的談話表達審慎歡迎。接著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

（Hillary Clinton）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二○○九

年三月在日內瓦會面，兩人共同按下「重啟」美俄關係的紅色按鈕，

並強調「這不但是一個改變雙邊關係的開端，也是美俄在世界重要問

題上發揮領導作用的開端。」兩人達成重啟雙邊關係，協商新戰略性

武器裁減條約的共識。

歐巴馬與梅德韋傑夫利用二○○九年四月在倫敦參加G二十峰會

的機會，兩國領導人首次會晤並發表「美俄總統聯合聲明」
�0
，稱他

們將「超越冷戰思維」，開創雙邊關係的新時代。之後，兩國代表團

40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встречи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Бараком Обамой,”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tran-
scripts/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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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內容廣泛的議題（包括恢復戰略性武器管制談判、重新啟動已停

止運作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及美國可能重新考慮在東歐部署飛彈

防禦系統計劃，加強美俄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雙方會商
��
。

美國期待藉由提議一個全面性新戰略關係，將能鼓勵俄國協助美

國達成在阿富汗及伊朗的目標。同時，美國亦希望能讓俄國總統梅德

韋傑夫有機會決斷美俄關係，因為過去都由前總統普欽拍板定案。儘

管美俄關係惡化的焦點在東歐飛彈防禦體系問題上，但歐巴馬政府選

擇在二○○九年底完成新的戰略性武器裁減條約的談判並簽署。因為

這項條約將用來取代一九九一年簽訂，今年底即將終止的「第一階段

裁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 I）」。

二、歐巴馬訪俄展現善意

歐巴馬於二○○九年七月訪俄，此行主要在修補美俄關係。在此

大前題下，美國希望與俄國就今年底即將終止的「第一階段裁減戰略

武器條約」，重新開啟新一輪的談判，並希望在年底完成談判並簽署

協議。其次，美國希望俄國能「借道」讓美軍能利用俄國領空運輸必

要人員及物資至阿富汗。由於美國重新加強在阿富汗軍事行動，向俄

國提出此項請求更加迫切。藉由俄國領空不僅省時且安全。再次，則

是恢復美俄關係惡化前的交流，並擴大兩國合作的領域。同時設立委

員會來專責處理雙方關注的交流項目。最後，對於俄國關切的議題則

以設立委員會來「研究」的方式，暫時將雙方的歧見延後討論或暫時

41 James Goldgeier. “A Realist Reset with Russia,” Policy Review, Aug. and Sep. 2009, 
p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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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起來。

歐巴馬此次訪俄所表達的善意亦獲得俄國正面積極的回應。兩

國元首會面表達需由兩國開始以身作則，將美俄雙方的核彈頭降低到

雙方開始限武談判以來的最低點。歐巴馬明確指出，美國決心重新開

始美俄關係，在雙方共同的利益上有效的合作。兩國元首所簽署的限

武初步協議將是新的正式限武協議的藍本，提供兩國限武專家作為進

一步會談的基礎。梅德韋傑夫稱此次限武協議係合理的妥協。歐巴馬

在兩國元首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將在二○一○年舉行全球核子安全峰

會。雙方還商討合作穩定阿富汗情勢，包括俄國提供阿富汗軍隊援助

及協助訓練反毒人員。美方希望在美俄關係升溫後，俄國能協助壓迫

伊朗和北韓方放棄他們的核武計劃。梅德韋傑夫對此議題作出正面回

應，俄羅斯準備協助美國對抗中東及朝鮮半島核武擴散問題，包括

「暗地裡」研發核武的政權。此外，在反恐、全球暖化及經濟衰退等

議題上也需要俄國合作。

美俄關係可能的發展走向，可由美國方面歐巴馬新政府及俄羅

斯方面梅德韋傑夫政府兩個面向來觀察。歐巴馬在總統競選官方網頁

的涉外政策中，雖然專門列出「面對復興的俄羅斯」一節作為對俄政

策的綱領，但其涉外政策的三大主軸（分別是嚴格管制核武原料落入

恐怖份子手中、以堅定且無前提下的與伊朗進行直接外交而消除其威

脅、更新美國外交），尤其以前兩項需要俄羅斯的合作，因此對俄外

交重點將會落在與俄國商討核子不擴散及削減核子武器議題。這些議

題若要能達到效果，雙方關係的友善及互信就很重要。而要達到互

信，則雙方應儘量避免針鋒相對的議題，或有嚴重損害對方利益的情

況產生。美國新政府若要完成自身所提出的外交任務三大主軸，就必

須更考量俄羅斯關切的事項及立場。至於俄國方面關切的事項則為北

約東擴議題，其中最重要為烏克蘭及喬治亞擬加入北約乙事，其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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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擬在波蘭及捷克建立反導系統及雷達站議題。再者則是俄羅斯周

邊國家認為依靠美國支援，對俄羅斯進行挑戰，如俄喬衝突之類的情

形
��
。

有關歐巴馬訪俄期間所承諾對於俄國關切的議題設立委員會來

「研究」乙事，「研究結果」自二○○九年九月中旬揭曉：美國政府

正式公佈取消東歐部署飛彈防禦體系計畫。俄國同時亦宣佈凍結在加

里寧格勒州（Kaliningrad）部署短程飛彈的計畫。有關裁減核武議題

方面，美俄兩國二○一○年四月八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由兩國領導人

親自簽署「裁減戰略武器條約」。
��

三、「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恢復運作

歐巴馬就任總統後，採行一系列緩和美俄關係的措施，其中二○

○九年七月訪俄行程應是此政策的具體表現。俄國方面對美國政策轉

變則採取積極配合的態度，對於美國期待俄國在國際社會協助美國的

部分亦幾近全盤接受。在就美俄關係於二○○九年下半年積極改善的

同時，俄羅斯亦同時恢復與北約的往來，雙方關係改善具體落實在恢

復召開「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會議上。「北約－俄羅斯理事會」係

於二○○二年成立，主要是取代北約與俄羅斯先前的合作機構「常設

聯合理事會（PJC）」。先前此機構係為雙方諮商及合作的論壇，而

42 Oksana Antonenko and Bastian Giegerich. “Rebooting NATO-Russia Relations,” Survival, 
vol.51, no.2, Apr.-May, 2009, p.20

43 「簽署裁減戰略武器條約」，克里姆林宮網站，<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dat
e_text=%D1%81+08.04.2010+%D0%BF%D0%BE+08.04.2010&since=08.04.2010&till=0
8.04.2010>(201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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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為「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則為著重於諮商、建立共識、合作、

聯合決策、聯合行動的機制
��
。北約組織的每一成員與俄羅斯皆可以

平等身份，針對雙邊共同利益的安全議題進行廣泛協商。
��

「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於二○○九年十二月在布魯塞爾恢復

開會。由於二○○八年八月俄喬衝突，美國及北約強力批評俄羅斯派

兵進入南奧塞梯，俄羅斯遂宣佈斷絕與北約關係。此次雙方恢復接觸

後，主要著重於信心建立方面。會議主要討論議題包括：雙方所面對

的共同威脅及挑戰；決定具體計畫以解決上述威脅，係恐怖主義、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抑或阿富汗不穩定。此次會議的目標係基

於互信、共享觀點及目標，在北約與俄羅斯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

「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會議結束後，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

（Anders Fogh Rasmussen）隨即前往俄羅斯訪問，與俄國主要領導

人及外長舉行會談。除了簡要說明會議結果外，最主要係闡述北約的

立場。與俄國外長會談主要工作層級的會談，但在與俄國總統梅德韋

傑夫與總理普欽的會談內容方面則呈現些許差異。在對梅德韋傑夫會

談中主要係有關北約與俄羅斯未來關係的前景、雙方所認知未來的挑

戰、阿富汗戰事方面雙方的合作等議題；在對普欽的會談方面則著重

44 Tuomas Forsberg.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NATO: A Qualitative Change or Old Wine 
in the New Battles?” Journal of Communism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1, no.3, 
Sep., 2005, pp.339-341.

45 “NATO-Russia Council,” NATO, <http://www.nato-russia-council.info/htm/EN/nrc.sht-
ml>(15 Oct 2010).

46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 Fogh Rasmusse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at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s level, Brussels,” NATO, <http://www.nato-russia-coun-
cil.info/htm/EN/news_48.shtml>( 15 Oc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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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歐洲安全議題，喬治亞目前情況及歐洲傳統武力條約（CFE）等

議題。
��

47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 Chairman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Anders Fogh Ras-
mussen holds talks with Russian leaders,” NATO, <http://www.nato-russia-council.info/htm/
EN/news_49.shtml>( 15 Oct 2010).



陸、結　語

自從上世紀九○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極

力推動北約轉型，並進行向俄國西方國境推進的東擴。俄國在九○年

代因深陷經濟困境，僅能勉強應對設法讓西方放緩東擴的速度，最後

在得知西方東擴之勢不可違逆後，與西方就北約東擴達成一項「默

契」，亦即俄國默認原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加入北約，但北約的武器

不可部署在新加入的東歐會員國內。另外，俄國僅默認北約東擴至原

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但絕不允許將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納入（波海三

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除外，該三國在二戰前係獨立的國

家，二戰開始後遭蘇聯佔領）。以上便是俄國的「兩條紅線」。美國

擬在捷克及波蘭部署飛彈防禦體系踩到俄國第一條紅線；北約打算納

入喬治亞及烏克蘭為成員國踩到第二條紅線。當美國踩到這兩條紅線

後，皆引發俄國強烈的反擊。

至於上述俄國最關切的「兩條紅線」議題，第二條紅線則以暫

緩討論喬治亞和烏克蘭兩國加入北約的方式來因應。原本二○○八年

在羅馬尼亞舉行的北約峰會，美國堅持讓喬、烏兩國入會，由於德、

法兩國力主慎重，因而暫緩此事。然而，美國當時已表達隔年（二○

○九）要讓上述兩國入會的立場，但當（二○○九）年在捷克舉行的

北約峰會，並沒有積極討論喬、烏兩國入會的議題。可見美國已接受

俄國對此事積極反對態度，並沒有要與俄國針鋒相對的傾向。第一條

有關北約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體系，美國指稱部署該體系為防衛伊朗

飛彈攻擊的說法似無法說服俄國，故歐巴馬政府決定設立委員會來評

估部署此系統的必要性。二○○九年九月中旬美國政府正式公佈取消

東歐部署飛彈防禦體系計畫，俄國同時亦宣佈凍結在加里寧格勒州

（Kaliningrad）部署短程飛彈的計畫。

俄國對外政策顯然將美歐分開。對美強硬，對歐則較軟。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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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首的北約力量強踩俄國的兩條紅線，引發俄國強力反彈。但美國

政府因人事異動，對俄政策亦有明顯地轉變，上述兩條紅線都由美國

主動化解。根據歐巴馬自己所提出建立「無核武器世界」的概念，再

加上阿富汗戰爭的重啟，以及需要俄國協助制止伊朗，甚至北韓發展

核武的議題，美俄需要合作的議題頗多。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美國

經濟受到重挫，相反地，俄國則與中國共同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

位，俄國甚至舉行首屆「金磚四國」峰會，展現俄國企圖在全球經濟

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決心。美國此時與俄國修好關係對自身利益而言

有其必要，況且若能以此拉抬梅德韋傑夫在俄國的聲望，甚至能夠以

梅氏為主的俄國內部溫和派勢力抬頭，情勢若如上述發展將是美國及

其所主導的北約所樂於看到的局面。

參考文獻

一、中文資料

官方文件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杜尚別宣言」，上海合作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

sectsco.org/news_detail.asp?id=2349&LanguageID=1>。
「聯合國安理會第五九六九次會議記錄」，聯合國官方網站， <http://daccessdds.

un.org/doc/UNDOC/PRO/N08/492/96/PDF/N0849296.pdf?OpenElement>（2008年8
月28日）。

「簽署裁減戰略武器條約」，克里姆林宮網站，<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da
te_text=%D1%81+08.04.2010+%D0%BF%D0%BE+08.04.2010&since=08.04.2010&
till=08.04.2010>（2010年4月8日）。

“Bucharest Summit Declaration,” NATO Website, <http://www.nato.int/docu/pr/2008/
p08-049e.html>(3 Apr 2008).

“Presidency Conclusions of the Extraordinary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of-



� 第二章　俄喬衝突前後俄羅斯與北約關係之研究69

ficial Website,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
ec/102545.pdf>.

專書
尚偉，冷戰後俄羅斯軍事戰略思維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3年）
袁勝育，轉型中的俄美關係－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的關聯性研究，（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6年）
許志新主編，重新崛起之路－俄羅斯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5年）
連弘宜，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翁明賢等主編，新戰略論 （臺北：五南出版公司出
版，2007年），頁153-171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1997年）
潘德禮主編，俄羅斯十年（上下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
羅伊‧麥德維杰夫，王曉玉、韓顯陽譯，普京－克里姆林宮四年時光，（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羅伊‧麥德維杰夫，王桂香等譯，普京時代－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2001年）

二、英文資料

期刊
Antonenko, Oksana and Bastian Giegerich. “Rebooting NATO-Russia Relations,” Sur-

vival, vol.51, no.2, Apr.-May, 2009, pp.13-21.
Forsberg, Tuomas.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NATO: A Qualitative Change or Old 

Wine in the New Battles?” Journal of Communism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1, no.3, Sep., 2005, pp.332-353.

Goldgeier, James. “A Realist Reset with Russia,” Policy Review, Aug. and Sep., 2009, 
pp.15-27.

Ivanov, Igor. “The New Russian Identity: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4:3, Summer 2001, pp.7-13.

Karabeshkin, Leonid, A. & Dina R. Spechler. “EU and NATO Enlargement: Russia’s Expec-
tations, Responses, and Options for the Futur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6, Nos.3-4, 
Sep-Dec., 2007, pp.307-328.

Makarychev, Anrrey. “Russia, NATO, and the “Color Revolutions,” Russian Politics and 



70金磚國家之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

Law, vol.47, no.5, Sep.-Oct.,2009, pp.40-51.
Monaghan, Andrew. “‘An Enemy at the gates’ or ‘from victory to victory’-Russian For-

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4(2008), pp.717-733.
Trenin, Dmitri. “NATO and Russia:Parnership or Peril?” Current History, Oct., 2009, 

pp.299-303.

網路資料
 “NATO-Russia Council,” NATO Website, <http://www.nato-russia-council.info/htm/EN/

nrc.shtml>（15 Oct 2010）.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 Fogh Rasmusse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at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s level, Brussels,” NATO Website, <http://www.
nato-russia-council.info/htm/EN/news_48.shtml>（15 Oct 2010）.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 Chairman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Anders Fogh Ras-
mussen holds talks with Russian leaders,” NATO Website, <http://www.nato-russia-
council.info/htm/EN/news_49.shtml>（15 Oct 2010）.

Bush, George W., “President Bush Condemns Actions Taken by Russian President in 
Regards to Georgia,”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
leases/2008/08/20080826-2.html>.

Bush, George W.,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Situation in Georgia,” White House Web-
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11-1.html>.

Bush, George W.,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Situation in Georgia,” White House Web-
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8/08/20080815.html>.

Cheney, Dick,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Cheney and President Saakashvili of Georgia 
After Meeting,” White House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
es/2008/09/20080904.html>.

Reuters, “Russia Issues New Warning Over Kosovo,” China Post website, <http://www.
chinapost.com.tw/international/2008/02/13/142650/Russia-issues.htm>（13 Feb 
2008）.

Reuters, “Sarkozy heads to Russia seeking shift on Georgia,” Reuter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latestCrisis/idUSL7538745>（7 Sep 2008）.

Rice, Condoleezza, “Remarks After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at the 
Level of Foreign Ministe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
state.gov/secretary/rm/2008/08/108557.htm>（19 Aug 2008）.

Rice, Condoleezza, “Remarks with Georgian President Mikheil Saakashvili,” US Depart-
ment of State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8/08/108289.



� 第二章　俄喬衝突前後俄羅斯與北約關係之研究71

htm>.

三、俄文資料

官方文件
“Заявления для прессы по итогам встречи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Бараком Обамой,”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tran-
scripts/3613>.

Lavrov, Sergey,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в МГИМО(У) МИД России по случаю начала нов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 
1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Russ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mid.ru/brp_4.nsf/2fee282eb6df40e643256999005e6e8c/dc8247ee1acb0d
95c32574b70038a1a5?OpenDocument>（1 Sep 2008）.

網路資料
Lovrov, Sergey,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по итогам встреч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А.Медведева 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Саркози в Майндорфе, 
Москва, 9 сен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Russ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ficial 
website ,  <http://www.mid.ru/brp_4.nsf/2fee282eb6df40e643256999005e6e8c/
8a659f2f8196219fc32574bf00511685?OpenDocument>(9 Sep 2008).

P u t i n ,  V l a d i m i r ,  “ В ы с т у п л е н и е  и  д и с к у с с и я  н а  М ю н х е н с к о й 
к о н ф е р е н ц и и  п о  в о п р о с а м  п о л и т и к и  б е з о п а с н о с т и , ”  P r e s i -
d e n t  o f  R u s s i a ,  < h t t p : / / w w w . k r e m l i n . r u / a p p e a r s / 2 0 0 7 / 0 2 / 1 0 /
1737_type63374type63376type63377type63381type82634_118097.shtml>(10 Feb 
2007).

Putin, Vladimir,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высшими офицерами по случаю их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а вышестоящие должности и присвоения им высших воинских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ваний),”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8/
02/15/1553_type63376type122346_160260.shtml>(15 Feb 2008).

Putin, Vladimir,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Совета Россия–НАТО,”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
appears/2008/04/04/2030_type63380type82634_163119.shtml>(4 Apr 2008).

Putin, Vladimir,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72金磚國家之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

Федеральным канцлером Германии Ангелой Меркель,”  President of Russia,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8/03/08/2237_type63377type63380_161952.
shtml>(8 Mar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