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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論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試圖透過「系統理論研究途徑」（System Theory Approach）

作為中心分析概念架構（central organizing concept），來研究冷戰後時期中俄「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The Formation and Analysis: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本文的論述觀點，主要以國際政治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與「國家利

益」（National Interest）概念之角度切入，探討中俄雙方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之背景因素、形成基礎、動因及其問題（侷限）與挑戰。在這段期間，中俄

關係從先前歷經了冷戰時期的聯合、鬥爭、停滯，適逢冷戰終結，兩極體制解體

以及國際戰略格局重新洗牌的影響，最後發展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此一發

展一方面是由於受到俄羅斯內部政治生態變遷的衝擊，同時也是由於受到國際體

系戰略三角互動轉移的影響。而由於俄羅斯內外環境變遷的影響，導致了俄羅斯

與中國建立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使得台海情勢的勢力均衡，也間接受到了不可

忽視的影響。 
 
 
綜合本論文之研究過程，對於題目: 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之形成與探析，得到以下十點結論，其要點依序如下: 
 
壹、冷戰後時期國際戰略格局變遷促進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貳、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 
參、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機制 
肆、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容特點與評估 
陸、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涵與合作面向 
柒、中俄戰略匯合 
捌、戰略三角政治互動關係: 美國的認知與對策 
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侷限 
拾、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國際政治、台海安全之影響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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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冷戰後時期國際戰略格局變遷促進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冷戰後時期美國全球「霸權主義」對中、俄的圍堵與遏制，導致中俄「戰略

匯合」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冷戰後時期國際戰略格局變遷，以美國全球「霸

權主義」為主導的新國際秩序（New World Order）特徵，中、俄雙方在國際戰略

上的弱勢促成了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建立。冷戰後時期美國對中俄的遏

制表現在東、西方的兩線戰略圍堵，在亞洲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主軸，進一步

對中國實行冷戰後的「圍和」（Congagement）戰略; 在歐洲主導的新「北約東擴」

戰略概念，則漠視俄羅斯的反應，企圖圍堵俄羅斯。此外美國在全球戰略上，推

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MD）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的計劃，

並增加了軍費的開支，從而保持美國軍事實力上的優勢地位，同時形成了對中、

俄的東西及全球之包圍網。國際政治戰略三角互動關係的發展趨勢，逐漸把俄羅

斯與和中國推向「統一戰線」，促使中俄因「戰略匯合」從而建構「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以共同抗衡美國全球「霸權主義」所主導的「新國際秩序」。 
 
 

貳、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 

 
冷戰後時期，中國與俄羅斯皆認知到國際和平環境及經濟發展的重要，雙方

也就各自發展，初期並未有熱烈的外交互動及交往。但從 1996 年開始，國際戰

略格局突然起了變化。該年四月中、俄簽署「聯合公報」，雙方關係邁向「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這如同中俄雙方所言，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一種「不

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家關係」。但眾所皆知，顯然「項莊舞劍、

志在沛公」，中俄「戰略協作」其主要矛頭就是對準美國，針對美國全球戰略對

中俄在東、西方之戰略「圍堵」（東: 美日安保條約; 西: 北約東擴），做作適當

戰略對應反擊。 
 
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背景因素: 

俄羅斯方面:（一）蘇聯戈巴契夫時期之「外交新思維」政策（中蘇戰略和

解: 中蘇關係正常化）;（二）俄羅斯葉爾欽時期中俄歷史性問題之大致解決（中

俄邊界劃界問題大致上解決與中俄邊界駐軍之裁減）;（三）俄羅斯外交態度之

轉向（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口惠而實不至」之經援計畫）;（四）俄羅斯政治發

展對中俄關係影響（「克里姆林宮政治鬥爭」）;（五）戰略三角互動因素對中俄

關係影響: 美俄戰略衝突（六）國家安全與經濟因素。俄羅斯受制於國內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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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下，選擇重新扮演羅馬神話中兩面神（Janus）的角色，以一個面孔望著西

方，並以另一個面注視著東方，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與中國的睦鄰友好合作

關係，只不過是其「新東方政策」重要之一環。 
 

中國方面:（一）1989 年鄧小平時期「六四天安門事件」，促使中國遭受國際

外交孤立;（二）戰略三角互動因素對中俄關係影響: 美中戰略衝突;（三）國家

安全與經濟因素。 
 

任何一國的外交政策取向，或是對他國的關係除內部政治影響因素之外，更

經常性受到國際環境因素之影響。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建立，有其背景因素

及實質意義，中俄關係出現積極變化是多方面的，除了雙方出於地緣政治、安全

環境和經濟利益需要外，這種關係的產生與 1995 年國際局勢的發展有緊密的關

係。1995 年係俄羅斯獨立後外交遭遇最困頓的一年，西方國角儘管口頭上惠予

延遲「北約」的東擴，但實際上東擴的進程仍持續進行，另一方向，中國在對台

事務上受到美國的壓力，中俄因此產生有藉助對方共同利益的基礎。中俄雙方為

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安全，防止來自美國的遏制與威脅，於 1996 年正式建立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參、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機制 

 
1996 年 4 月 25 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簽署「中俄聯

合聲明」，以及另外十二項合作文件，範圍廣批於能源、機器、製造、航空、農

業、交通項目，「聯合聲明」中確定雙方建立「發展平等與信任、和面向二十一

世紀戰略協作夥伴關係」（strategic 21st. century partnership ）。 
 

「聯合聲明」中明確表示「雙方同意，在立場相近或一致的領域進一步加強

合作，在立場不同的方面尋求相互諒解的途徑」;保證就建立世界政治和經濟新

秩序以及亞太地區的安全與合作等全球性和區域性問題，協商立場，加強合作。

同時為使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具實質內容，中俄雙方還同意建立運作機制、「制度

化關係建構」: 
 

(一)中俄雙方元首每年分別在莫斯科和北京各會晤一次。 
(二)成立兩國總理委員會，每年分別在雙方首都各會晤一次。 
(三)雙方外交部長在必要時，隨時進行會晤磋商。 
(四)建立中俄領導人之間的電話熱線，就重大問題隨時磋商協調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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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基本宗旨和政策目標得到了明確的闡

述，它包了三個戰略層次: 
(一)深入發展雙邊合作，保持長久的睦鄰友好，促進兩國共同發展與繁榮，造

福於兩國人民。 
(二)密切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協調，維護各自的獨立、主權和民族尊嚴，

維護各自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權益。 
(三)通過雙方合作和共同努力，促進國際局勢的緩合與穩定，推動世界多極化

的趨勢的發展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建立。 
 
 

肆、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主要可分為四個階段 

 
自 1989 年以來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支配世界四十多年

的兩極格局徹底瓦解，新的國際戰略格局正在形塑當中。中俄兩國關係五十多年

來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過程，（一）從五○年代的中蘇共關係---「和」;（二）六

○年代的中蘇共關係---「爭」;（三）七○年代的中蘇共關係---「鬥」;（四）八

○年代的中蘇共關係---「停停行行」、「行行停停」。中俄兩國關係一直到八○年

代中期才開始正常化，影響兩國關係的障礙逐步消除。1989 年 5 月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訪問中國時，鄧小平倡議「結束過去，開闢未來」，兩國

關係才正式走向「正常化」。從此，中俄兩國關係正常化，對彼此的政治、經濟、

軍事、外交戰略等合作面向，產生了積極之影響。 
 
(一)1992 年「互視為友好國家」關係（friendly neighbors）; 
(二)1994 年「建設性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三)1996 年「戰略協作夥伴關係」（Partnership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四)2001 年 7 月，中俄雙方簽署了一份歷史性文件「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 China-Russia Good-neighborhood,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reaty），標誌雙方關係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在冷戰後時期經過四個階段的交往後，達成了發展「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平

等互利、相互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共識，以一種「新型態的國際關係」

來定位彼此，此可視為是自 1949 年中國與蘇聯建交以來關係發展的歷史總結，

也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和俄羅斯雙方關係發展趨向的戰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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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容特點與評估 

一、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容特點 

根據兩國關係的實踐以及雙方簽署的文件所確立的原則，中俄「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之內容特點，具體分析和歸納如下: 
 
（一）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對方內政。 
（二）睦鄰友好和平等互惠關係。 
（三）相互支援對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和政策。  
（四）中俄歷史性邊境劃界問題大致解決。 
（五）樹立新的安全觀，建立的安全模式。 
（六）經貿互補互利和共同發展關係。 
（七）共同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 
（八）制度化建構關係，雙方高層領導會晤制度化、機制化。 
（九）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關係發展。 
（十）中俄國際宣傳的合作，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家關係」。 
 

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特點評估 

(一)評估描述當前之中俄關係，不妨引用中國官方所宣稱的「新型關係」，此種

關係之所以「新」，應指其有別於冷戰時期雙方的同盟與敵對關係而言。 
(二)檢視中俄「聯合聲明」文件內容特點，雙方在國際宣傳上反覆強調關係加

強係建立在「三不」和「三是」之關係基礎上。 
(三)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冷戰後時期中國國家地位，真正以「大國地

位」姿態而與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平起平坐。 
(四)中俄「聯合聲明」中一直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極力要求他國承認和

平共處之「合法性」，著此「合法性」以鞏固北京政權之安全。 
(五)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建立，排除了意識形態對發展國家關係的影響，

過去那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論戰已不復存在，也不會再成

為主導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 
(六)在中俄相互關係中，雙方遵循相互尊重與平等的原則，不干涉對方內政，

不把自已的意志強加給對方。 
(七)新時期的中俄「戰略協作關係」與中蘇五○年代的「軍事結盟」關係特點

比較差別相異。 
 

    綜上所述，其「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特點顯然為:（一）模糊性: 中俄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沒有明確文字定義，增加想像的空間及神秘感。（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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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 兩國視當時發生的情況，對該問題或事件作出策略性的合作聯盟 即彈性

的處理兩國之間共同關心的問題，如科索沃事件、伊拉克危機、朝鮮半島等國際

問題。（三）長期性:中俄兩國係意圖以平等、互利、長期的合作關係，作為未來

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總結兩國關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得到結論，上

個世紀，中蘇關係曾經有過結盟，也發生過衝突對抗。現在中俄兩國這段歷史中

得到出共同的結論，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不符合兩國目前的「國家利益」，

只有建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才是符合兩國的長遠利益。 
 
 

陸、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涵與合作面向 

 

一、政治合作面向 

 
1991 年 12 月---2001 年 7 月，二十一世紀初期這十年來，中俄「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的「政治面向」合作之實踐、充實與發展大致可分五個主要階段。 
 
(一)1991 年 12 月 「中俄正式建交」: 從中蘇關係向中俄關係過渡 
(二)1992 年 12 月 中俄「互視為友好國家關係」 
(三)1994 年 9 月 中俄「建設性夥伴關係」 
(四)1996 年 4 月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五)2001 年 7 月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2001 年 7 月，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條約總結了近十年中俄關係

發展最主要的方針與原則。將兩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和「世代交好、永不為敵」的和平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並完善其內涵; 條

約規定了兩國今後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原則和方向; 條

約是中俄關係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不僅將推動兩國關係持續、穩定地向前發

展，而且將對地區和平界的和平、安全與穩定產生重大影響; 條約的主線是中俄

「世代交好、永不為敵」，永遠做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中俄關係的中心內

容是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為了鞏固與發展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條約規定了

雙方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必須履行的義務。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內涵與意義有: 
 
(一)把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準則並加以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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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兩國邊界建設成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邊界。 
(三)雙方不得損害另一方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如締約一方受到侵略威

脅，雙方將立即接觸和磋商，消除威脅。 
(四)中俄兩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維護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方

面負有重大責任。 
(五)在推動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健康發展和打擊「三股勢力」即:（1）國際恐怖主

義;（2）領土分裂主義;（3）宗教極端主義，加強合作。 
(六)在政治、經貿、軍事、外交戰略等領域全面合作，加強兩國友好合作關係

的基礎。 
 

二、經濟合作面向 

 
在經濟面向合作結構中，中俄雙方的貿易關係之所以會日趨緊密，實來自於

雙方的地緣、經濟發展的互補性和雙方均具備未來成為經濟大國的種種有利條件

下所致。中國的農產品，食品、輕工業以及家用電器產品較為發達，這正是俄羅

斯所缺少的; 而俄羅斯在航太技術、核能利用、重工業和農業機械製造等方面具

有優勢地位，對中國經濟有吸引力。俄羅斯目前為中國十大貿易夥伴之第八名，

而中國則僅次於德國、美國，為俄羅斯的第三大貿易夥伴。 
 
綜合中俄「聯合聲明」整理，中俄經濟合作面向有下列特點:  
 
(一)由過去執行政府的貿易協定為主，轉變為由地方和企業直接談判簽約為主。  
(二)由開始時的邊貿為主，轉變為內地和邊疆同時開展經貿活動的局面。 
(三)由過去的以貨易貨貿易為主，轉變為易貨和現匯貿易並存。 
(四)由過去的貿易為主，轉變為貿易與經濟合作並重。 
 

三、軍事合作面向 

 
中俄軍事合作面向之內涵與意義:在中俄關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雙方的軍

事合作關係。這方面包括軍事人員的交流、軍備出售、軍事技術與軍事文化交流、

「軍轉民用」方面的合作，以及邊境相互裁軍與建立相互信任的措施。中國近年

來所採取的「軍事外交」無疑地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得到了最好的落實，

大體而論，中俄軍事合作面向的形態約可劃分為以下四種:（一）國防科技合作;
（二）軍備交易;（三）軍事人員交流;（四）軍事互信措施和聯合演習。 
 
    冷戰後全球裁軍造成全球軍火貿易衰退，迫使俄羅斯國防工業進行轉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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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俄羅斯國內經濟大幅衰退，為了賺取外匯以挹注總體經濟發展，則又誘使俄羅

斯向中國尋求軍售市場。冷戰後時期中俄關係之改善，是推動中國進行軍事現代

化最大助力之一。冷戰結束之初，中國國防工業的基礎能力與西方先進國家和前

蘇聯或俄羅斯相較之下，顯然相當薄弱，冷戰後時期，俄羅斯不但出售高科技先

進武器予中國，且更大力協助中共發展先進武器技術，使得人民解放軍的武器系

統之質與量，均產生極大之變化，而軍事作戰能力之蛻變與進步，與日俱增，這

對中國軍事現代化之推展，實有莫大和直接之正面助益。 
 
 

柒、中俄戰略匯合（the Strategic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一、中國戰略概念中的俄羅斯:（一）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形

塑和平、穩定，安全的周邊環境;（二）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合作關係;（三）藉

由俄羅斯軍事合作助力，加速提昇中共國防軍事現代化;（四）未來在國際事務

上與美國衝突問題方面，協同俄羅斯加強對美國的談判籌碼;（五）在國際安全

議題上，需要採取一致立場（諸如美國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戰區

飛彈防禦系統」（TMD）和廢除「反彈道飛彈條約」（ABM）等軍事安全議題）;
（六）加強與俄羅斯戰略協作，共同抗衡美國與日本之「美日安保」條約在亞洲

對中共的戰略圍堵;（七）在其他國際事務的重要議題上，中國需要同俄羅斯發

展廣泛合作關係;（八）預先防範抑制台灣對俄羅斯的務實外交。 
 

二、俄羅斯戰略概念中的中國:（一）在俄羅斯的周圍形成和平、穩定與安

全的「睦鄰地帶」戰略目標;（二）發展互補互利的經濟合作關係;（三）在全球

和區域範圍內推行東西平衡的外交政策;（四）西方國家與美國在歐洲對俄羅斯

的戰略圍堵，實行「北約東擴」新戰略引發俄羅斯疑慮（五）在處理國內「分離

主義」問題，諸如在反對西方勢力干預「車臣問題」上，俄羅斯極需中國在國際

上的聲援;（六）藉助中國在亞洲之經濟力量跳板，發展俄羅斯的「新東方政策」。 
 

三、中俄戰略匯合（the Strategic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一）國家安全利益: 中國與俄羅斯戰略匯合的最重要現實基礎毋庸置疑是國家

安全利益;（二）經濟利益: 中俄經貿和科技合作利益互補（三）軍事安全利益互

補: 中國在提昇軍事科技發展，與急需美金外匯的俄羅斯一拍即合;（四）在國際

事務與外交政策上，中俄都需要藉助對方成為自身安全政策中的助力;（五）維

護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共同反對國內分離主義，防止國際「新干涉主義」

的潮流趨勢發展;（六）在維護中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國與俄羅斯有共同的

戰略利益;（七）大國地位的鞏固與促進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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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戰略三角政治互動關係: 美國的認知與對策 

 
當今世界上唯一之超強大國，對於美國而言，作為一個世界和平與區域之穩

定者，對抗敵對霸權之崛起仍是其全球戰略部署之首要戰略考量，戰略重心也從

昔日的兩洋（太平洋、大西洋）轉向歐亞大陸，且特別熱衷於全球「民主國際主

義」（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之推展，（一）期望一個民主的、非敵對的且

其戰略利益不與西方相違背--- 俄羅斯; （二）同時希冀促成一個市場經濟，政

治與經濟皆民主化--- 中國，以確保未來中俄兩國不會成為「流氓國家」（Rogue 
State），威脅美國之全球霸權地位。 
 
美國對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認知與對策，其要點如下: 
 
(一)美國對於中俄戰略協作的認知，基本上是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考

量。由於美國對於冷戰後時期的國家利益，缺乏明確的輪廓，導致美國對

中俄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不同的看法。但美國的認知將隨著美國

「國家利益」的日趨明確化，而出現較大的一致性。 
(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受到中俄戰略互動的影響，仍充滿了不確定的變數。

雖然美國目前採取「全面交往」政策戰略，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

美國並未放棄其傳統的「圍堵」戰略，而未來中國內部的政局變化，將是

影響美國政策的一項重大因素。 
(三)受到中俄戰略互動的影響，美國對俄羅斯的政策將發生微妙的轉變，美國

會注意俄羅斯內部民族主義對其外交政策的影響，美國會鼓勵俄國積極涉

足國際事務。例如，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美國甚至會以自制的立場，

來消減俄羅斯對美國的戒心。同時美國會在亞洲扶植日本，鼓勵日本與俄

羅斯改善關係，以孤立中國的威脅角色。 
(四)美國認為中俄戰略協作之「政治」與「經濟」領域，受到限制較多，對美

國不會構成太大的利益挑戰。美國比較擔心是中俄的「軍事」領域合作，

特別是俄羅斯對中國的軍售。美國認為軍售將提高中國的軍事戰力，其影

響所及將鼓勵中國在國防軍事現代化的進展上採取急進路線，在「外交戰

略」上與美國針鋒相對; 同時美國也擔心中俄「軍事」合作會危及台海安全

與亞太區域的權力平衡，加速剌激區域的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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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侷限 

 
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和外交關係都深受歷史背景的影響，國與國間長期關係

發展的歷史背景更影響彼此的認知。儘管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已為雙方

未來在各個面向領域內關係的發展制定基本方向且順利發展，但關係建構進展的

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侷限）與挑戰，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侷限，包括以下

數點: 
 
（一）「地緣政治」與歷史上陰影因素問題 
（二）「中國威脅論」問題 
（三）經濟關係始終滯後於政治發展 
（四）軍事安全利益的分歧 
（五）反「黃禍論」浪潮與邊境非法偷渡移民問題 
（六）中俄在中亞區域戰略霸權之爭 
 

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過程上，中俄雙方內部各有正、

反兩派不同的意見及看法。中俄關係未來趨勢發展仍有諸多問題（侷限）與挑戰，

中俄兩國關係發展的變數在於: 存在著「兩熱兩冷」的現象，即指「政軍關係熱、

經貿關係冷」與「上層政府關係熱、下層民間關係冷」。中俄關係曾經有過相當

長時期不愉快的歷史，要求所有的人都忘記這段侵略、對峙的歷史經驗，或者不

使這段「歷史上的陰影」或先天性「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他們對今天和未來的

中俄關係合作之戰略思考決策，顯然是不大容易的。 
 
 

拾、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國際政治、台海安全之影響與衝擊 

 
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可以透過三個途徑影響台海均勢與台灣安全: 
 
(一)透過中俄戰略合作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佈局。 
(二)透過中俄軍事交流，特別是俄羅斯售賣尖端軍事科技與先進武器給中國。

此舉勢將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術安全，進而影響到美國的戰略考

量，並直接威脅到台海以及台灣本身的安全。 
(三)透過所謂「台灣條款」將台灣主權問題與俄羅斯對車臣問題的立場掛勾，

互相聲援，進行利益交換，藉以進一步孤立台灣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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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斷言，未來戰略三角的政治互動關係，將循此一模式發展。也就是說，

俄羅斯將以包括售賣中國先進武器在內的軍事合作，來履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承諾，以拉攏中國聯手制衡美國。而此一發展，必然影響到美國在未來台海危

機中的戰略考量，使美國的行動更趨於保守審慎。因此，未來俄羅斯與中國關係

的發展，對台灣安全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衝擊，顯然不可忽視。 
 
 

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國際政治、台海安全之影響與衝擊。中俄「戰

略協作」在新國際秩序下美中俄之戰略三角關係架構體系，美國的「全球戰略」

及勢力勢必受到制約。尤其中俄在軍事面向上的合作，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提

升已經危及到亞太區域的軍力「權力平衡」。美國為了反制中國國防軍力的增強，

積極地協同日本，並將台灣納入其亞太防衛體系之一環。美日中俄的「戰略四角

六邊關係」戰略態勢己初體現，未來應謹防中俄「戰略協作」，使美國的國際行

動更趨於保守審慎，在國際政治之大國「秘密外交」，「現實主義」妥協下犧牲

台灣利益，對台海安全可能造成之影響與衝擊。 

 
 

總結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容特點與評估，冷戰後時期中俄兩國在

國際上之攜手合作，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戰略等合作面向所匯合之合

縱與連橫，包括（一）「近程目標」;（二）「中程目標」;（三）「長程目標」。 
（一）「近程目標」是防止各自國家轉型脆弱期: 俄國的市場經濟轉型危機與中

國的新權威政治建立困難，遭到美國及其盟國之圍堵、遏制或打擊;（二）「中程

目標」是抑制或逐出美國在兩國彼此勢力範圍內的影響力;（三）「長程目標」則

是挑戰冷戰後時期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霸權主宰地位，兩國各自追求成為大國地

位、全球強權，即多極化世界中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國際政治新秩序。中俄「戰略

協作」的共識延伸到策略層次，雙方在政治、經貿、軍事、外交戰略等合作面向

之相互利益制度化建構。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此一新的戰略互動關

係，影響了冷戰後世界新秩序的塑造，從而也對台海兩岸互動關係與台海安全造

成重大的衝擊。 
 
 
「非敵非友，戰略論交」---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未來趨向，在國際政治

上的合作「宣示性」大於「實質性」意義。雖然中俄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與

外交戰略之合作面向有很大的戰略互補，但是未來中俄戰略協作關係趨勢發展並

非完全障礙。在「地緣政治」及「歷史上陰影因素」限制下，未來中俄雙方要在

各「合作面向」上擴大實質關係仍是有其問題（侷限）與挑戰。中俄「戰略協作」

雖然在國際宣傳上聲明「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之「新型關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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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象徵了這種「戰略協作」關係外交結構上的限制。檢視中蘇（俄）在之近代歷

史曲折經歷，中俄關係從俄羅斯對中國侵略、不平等待遇，同盟、軍事對抗1、

關係正常化至目前二十一世紀之戰略協作。未來中俄關係趨勢發展，從「地緣政

治」與「歷史上陰影因素」問題（侷限）來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國際政

治上的結盟只是「戰術上結合」，而非「戰略上長久合作」; 合作「宣示性」重

點，將大於「實質性」意義。 

 
 
 

「分析現狀、推測未來」，離不開回溯歷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是國

際政治歷史演變之常態。中俄關係的發展有它自已的歷史邏輯和戰略利益，兩國

都從過去的中蘇關係中吸取了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使它保持在正常關係

的發展軌道下。但是，推動中俄關係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國際政治之外交政

策主要戰略考量，以「現實主義」（Realism）所追求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為主。最後本論文研究心得，回應本文第一章第一節論文序文，作為檢視冷戰後

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的研究心得: 

 

    「要說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是永久的盟友或永久的敵人，那是

一種狹隘的政策---只有我們（英國）的利益才是永恒。」 
 

（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perpetual and etern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 Lord Palmerston,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1848.2 

 
 

                                                 
1 1960 年代，中蘇意識型態爭論導致 1960 年代末期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在中國邊界上大量囤兵，

從 1967 年-1970 年時駐守的 15 個師增加為 30 個師; 1969 年中蘇關係最低潮時，雙方軍隊在烏蘇

里江的一個荒島（珍寶島）上的對峙。戰役非常慘烈，使得累積了十年的壓力達到了頂點; 1970
年代中俄關係緊張，中蘇軍事對抗。當中蘇關係最為緊張之際，根據蘇聯內部文件研究，蘇聯領

導階層甚至打算發動「核武」攻擊中國跡象。參閱: 王定士，俄羅斯對華政策，1992 年至 1997
年: 中俄關係發展之動因與侷限（台北: 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1998）,pp.8-9。 
2 巴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1784-1865)，著名英國政治家，曾任外相及首相

(l855-1865)，其當代外交經典名言:「英國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The 

distinguished nineteenth century politician Lord Palmerston once said: Britain had no permanent allies or 

enemie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 麥田出版社，1998）,p.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