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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與特點評估 
 
 
第一節 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背景因素 
第二節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 
第三節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容特點與評估 
 
 

第一節 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背景因素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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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關係正常化向夥伴關係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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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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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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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來自美國的威脅，1於 1996 年正式建立中俄戰略協

                                                 
1 Uli Schmetzer,“Russia, China find Common Foe in U.S.,”Chicago Tribune, 26 Apr 1996,p.3.  



第三章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與特點評估 

 

 

 101

作夥伴關係。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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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 成 中 蘇 關 係 正 常 化 的 最 重 要 催 化 劑是 蘇 聯 總 統 戈 巴 契 夫 （ Mikhail 
Gorbachev）在外交上的「新思維」（New Thinking）。21985 年，蘇聯戈巴契夫上

台執政，推動「開放」（glasnost）與「重建」（perestroika）政策，希望同中共進

一步緩和關係後，雙方就分別開始在政治、經濟、軍事層面進行接觸，最終目的

希望促進雙方關係全面正常化。 
 

戈巴契夫「外交新思維」的重新出發，是為國內經濟振興創造一個有利的國

際環境，甩掉過去由於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而承受的沉重包袱和壓力。戈氏「外

交新思維」政策，一改過去蘇聯領導人堅持的「世界革命」、「反帝國主義」、「國

際階級鬥爭」、「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大家庭」和「有限主權論」等傳統原則，

提出把國際關係人導主義化、非軍事化、民主化、非意識形態化作蘇聯外交政策

的指導思想。3 
 

戈巴契夫的「外交新思維」以「國際相互依存」（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理念取代「階級鬥爭國際觀」。戈氏對中國所提的所謂「三大障礙」4作出實質讓

步，消除中國的疑慮。1989 年 5 月，戈氏訪問北京，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

                                                 
2 Mikhail Gorbachev ,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New York: Harper 
& Row , Publishers, 1987）, pp. 121-146.  
3 戈巴契夫「外交新思維」的核心在於「人類價值高於一切」，全人類價值優先，全人類價值超

越階級利益，高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具體利益，要排除兩大社會體系的對抗。戈巴契夫「外

交新思維」主要論點為:（一）全人類價值尚可一切，全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二）在核戰爭

條件下，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不能把戰爭再視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三）和平共處

不再是國際階級鬥爭的特殊手段，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應用政治對話代替對抗，進行和平競

賽;（四）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裁軍和裁減軍備，建立沒有戰爭和軍備競賽、沒有核武器威脅的世

界;（五）承認各國有自由選擇發展道路的自由，實現國家間的非意識形態化，實現各國的利益

平衡;（六）蘇美兩國應進一步緩和，但要繼續對全世界負有特殊責任。參閱: 葉自成著，李炳南

主編，俄羅斯政府與政治（台北: 揚智文化，1997）,pp.290-291。 
4 所謂中蘇關係正常化「三大障礙」，係指（一）蘇聯駐軍外蒙古;（二）蘇聯佔領阿富汗;（三）

蘇聯支持越南佔領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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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高峰會議，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中蘇關係正常化，從此結束中蘇之間三十多

年的爭議和對抗關係，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中蘇關係新紀元。 
 
 
二、俄羅斯葉爾欽時期中俄歷史性問題大致解決 

（中俄關係正常化向夥伴關係過渡） 
 
（一）中俄邊界劃界問題大致上解決 
（二）中俄邊界駐軍之裁減 
 
 
（一）中俄邊界劃界問題大致上解決5 
 

中俄邊界劃界問題，在 1992 年 2 月俄國國會已批准東部邊界協定，係 1987
年至 1991 年前蘇聯與中國談判結果。東界長達四千三百餘公里，其中有六百公

理陸地邊界，河界劃線以航行航道或河之中央線為準則，界河共有一千八百四十

五個島嶼，逾半數屬俄羅斯。6 
 

中俄兩國邊界的穩定，基本上是俄國願意對河流的劃界原則做出相當的讓

步。原先蘇聯所堅持的原則，例如烏蘇里江的江界應以靠近中國的這一方面支導

為基準劃界方法，根本是不合乎國際法的通則。俄國改變態度後，認為在單純的

島嶼不多的河流，可按該河流寬度取中線為劃界標準。遇有島嶼複雜處，則依主

航導之中線為劃界原理。這既合乎一般國際法的規範，當然難題便易於解決。中

俄邊界的穩定，是兩國關係的指標，只有這個問題妥善解決了，才能構成長期互

相的健全國際心理，為遠程友好關係打下基礎。7 
 
 
（二）中俄邊界駐軍之裁減 

                                                 
5 參閱: 表 3-1、「中俄邊界問題大事記」。 
6 中俄邊界全長約 4370 公里，其中東段邊界長約 4320 公里，西段長約 54 公里，兩國間存在著

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雙方以有關目前兩國邊界的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本著平

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經過多年談判，確定了約 97%的邊界線走向，並分別於 1991 年 5 月

16 日和 1994 年 9 月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和《中俄國界西段協定》。1999 年 12 月 9 日，

中俄雙方在北京簽署了《關於中俄國界線東段的敘述議定書》和《關於中俄國界線西段的敘述議

定書》。上述文件的簽署及勘界工作的圓滿結束標誌著中俄已協當一致地段的邊界正式以法律形

式確定下來並在兩國關係史上首次在實地得到準確標示。參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研究室編，

中國外交（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p.337。 
7 譚溯澄，「後冷戰時期中共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學報 1994（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系，199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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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邊界駐軍問題，90 年代，為使中共相信蘇聯正在遠東放棄「擴張主義」，

蘇聯正式認真地計劃，初期自遠東減裁十二萬人，包括裁撤十二個師以及某些空

軍、海軍單位。8在俄羅斯葉爾欽政府時期，雙方外長簽訂備忘錄，同意在 1994
年底完成談判，並將在 2000 年之前按階段裁減邊界武力至最低水平，使符合善

鄰友好關係，使餘留軍力成為防衛武力，並降底軍事活動水平，強化雙方相互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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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俄羅斯獨立之初，俄羅斯葉爾欽政府奉行「一面倒」

向以美國為首的「親西方外交」之外交政策。俄羅斯「親西方外交」是葉爾欽政

府（蓋達爾為首親西方民主派政權）推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政策需要。西方國家為

了把俄羅斯拉向西方，在 1992 年時一度宣揚援俄的「新馬歇爾計劃」，擬每年給

俄羅斯提供二百億 --- 三百億美元援助。 
 

但是，西方各國對俄國一廂情願的示好舉動卻是反應冷淡，不僅對俄國的經

援（資金、技術等援助）常「口惠而實不至」，且在政治、外交和安全方面把俄

國摒棄於一連串重大國際問題之決策之外。1992 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

係發生了變化，西方國家答應的經濟援助是「雷聲大、雨點下」，允諾給俄國的

經援計劃二百四十億美元只到了十億美元。因為西方國家實際上並不希望俄羅斯

國力藉由經援重新強大，同時面對俄國變化莫測的國內不穩情勢也躊躇不前，不

願貿然投資，這使俄國人對西方大失所望。俄羅斯外交態度轉而向中國發展關

係，發展「新東方政策」。9 

                                                 
8 Banning Garrett, “Ending the U. S.- Soviet Cold War in East Asia: Prospects for Changing Military 
Strategi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 1991）: 167. 
9 造成此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方向改變之因素有:（一）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係發生了

變化: 西方國家答應的經濟援助是「雷聲大、雨點下」，1992 年西方國家允諾給俄國的經援計劃

二百四十億美元只到了十億美元。因為西方國家實際上並不希望俄羅斯國力藉由經援重新強大，

同時面對俄國變叱莫測的國內不穩情勢也躊躇不前，不願貿然投資，這使俄國人對西方大失所

望。（二）俄羅斯對西方的「一廂情願」一系列示好政策，未能得到西方相對應的善意回報:西方

並不把俄國當作一個平等的夥伴，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事先並未徵詢俄羅斯，不重視俄國存

在之意見。（三）俄羅斯國內反西方的情緒不斷高漲: 西方國家一方面穩定自已國內的經濟形勢

和緩和民族矛盾; 但一方面又在加速獨聯體或俄羅斯的瓦解，並在經濟援助上斯騙俄羅斯。葉爾

欽在國內議會中的反對派對也多次抨擊葉爾欽之「親西方外交」政策。（四）在俄羅斯統治階中，

也出現批評親西方外交的「歐亞主義學派」思潮。俄國認為西方的經援計劃實際上是「捕鼠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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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羅斯政治發展對中俄關係影響（「克里姆林宮政治鬥爭」） 
 

蘇聯瓦解後，俄羅斯對外政策之所以會由向西方「一面倒」的路線，轉向「東

西平衡」的路線，乃是由於克里姆林宮政治勢力在內外環境環節關聯下互動形塑

而成的: 10 
 
(一)在 1991 年的「八月政變」和蘇聯瓦解後，外交決策機構之主要派系之互相

傾軋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導致外交部在初期階段大權獨攬。 
(二)府會政爭導致大西洋學派對外政策路線的挫折與式微。 
(三)1993 年「十月流血政爭」的結果導致帝國學派對外政策路線的抬頭。 
(四)「車臣戰爭」的一再失利導致帝國學派對外政策路線的式微。 
(五)1995 年底俄羅斯「國家社馬」（State Duma）選舉結果導致歐亞學派對外政

策路線的崛起與確立。 
 

1995 年俄羅斯國會大選的結果意味著歐亞學派對外政策路線之崛起，對此

葉爾欽總統不能忽視國會生態的變化，於是 1996 年 1 月，大西洋主義學派的外

交部長科濟列夫被免職，葉爾欽任命向來屬於歐亞大陸學派的普利馬可夫

（Yevgeniy M. Pvimakov）出任外交部長，標著俄羅斯向西方一面倒的對外政策

路線之結束，以及獨立自主大國外交政策路線之確定。11 
 
 
五、戰略三角互動因素對中俄關係影響: 美俄戰略衝突 

（「北約東擴」對俄羅斯之圍堵威脅） 
  

按理說，當東歐共黨國家崩潰與相繼民主化之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12似已無存在必要。但在 1991 年 11 月，北約理事會通過「新戰略觀

                                                                                                                                            
的免費奶酪」，俄國應奉行東西方平衡並重的「雙頭鷹外交」政策。因此俄羅斯應成為歐亞國家，

透過在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橋樑作用來恢復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參閱: 葉自成著，李炳南主編，俄

羅斯政府與政治（台北: 揚智文化，1997）,pp298-314。 
10 王定士，「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外政策路線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羅斯學報 1（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1): 61-97。  
11 陳怡君，俄羅斯對美國政策之研究（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p.28。 
12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一）北約組織的成立背

景: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係依據北大西洋條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的簽訂所成立

的，該條約於 1949 年由美國及歐洲等十二個國家，在美國首府華盛頓簽字，各簽約國家同意: 對

該等任一國家之攻擊，將視為對全體國家的攻擊。北約成立之時代背景，最主要是基於西歐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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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實際仍維持其維護和平與安全的作用。同年 12 月，北約會員國與東歐國家、

蘇聯組成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為「北約」與中、東歐國家之間建立夥伴合作關

係。1993 年 10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國領袖

在布拉格會語時，對於北約吸收新會員國，和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意識提出明確

態度，即問題不在於北約是否吸收新會員國，而是在於什麼時候與以什麼方式。 
 

「北約」向東擴張的理念可能在於:（一）填補原東歐華沙條約集團解散後

的軍事真空。（二）將東歐國家納入北約安全範圍，使西歐、東歐逐漸形成一個

完整的歐洲。（三）東歐國家並不以作為俄羅斯與西歐之間的軍事緩衝空間為安

全保障，反而希望成為北約完全會員國作為保障。13  
 

對俄羅斯而言，面對的不利環境發展是「北約東擴」導致俄羅斯地緣政治之

國家安全進一步遭到挑戰，對於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東擴」，俄羅斯東尋中國加

以制衡。14 
 

                                                                                                                                            
美在 1949 年對蘇聯集團軍事威脅的壓力而產生的。即一旦蘇聯對西歐國家以武力侵犯時，能以

「集體防禦」的力量，獲取致勝的機會。（二）北約組織成立的宗旨與目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的成立目的是在於保障締約國基於民主、個人自由及法治諸項原則，促進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定與

福祉，及合力集體防衛和平與安全。（三）北約組織的主要功能: 北約組織的條款共有十四條，

其主要功能如下:（1）締約國遵照聯合國憲章，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彼此間的爭端。（2）締約國

應當加強並宣揚自由制度的原則，同時應促進安定與福祉的環境，以發展彼此間的和平友好關

係。（3）締約國將分別以聯合國有效的自助與互助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與集體的能力，以對

抗武力的攻擊。（4）締約國認為某個締約成員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與安全受到威脅時，應當相

互諮詢。（5）任何締約國在歐洲或北美洲受到攻擊時，應視為對全體會員國的攻擊，以個別或集

體方式採取基認為必要的行動，包括使用武力在內，以維持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參閱: 王雲五

名譽總編纂，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四冊國際關係（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p.63; 現

代用語導讀，國際關係暨國際組織類（台北: 書泉出版社,1997）,p.26。 
13 北約東擴的背景: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西歐盟國簽約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用以圍堵蘇聯

等共產國家。蘇聯與其東歐附庸國家則成立華沙公約組織來加以制衡，形成美、蘇兩大集團對抗

的冷戰局面。1991 年華沙公約組織宣告解散，但是美國不僅未考慮解散北約組織，反而試圖在

俄羅斯軍事與經濟皆處於相當退縮的情況下，積極吸納新的成員國，期望北約彊界儘量向東擴

展，因而形成北約東擴問題（Enlargement toward the East）。參閱: 王承宗，「國際因素對中俄戰

略夥伴關係之影響: 從俄羅斯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 36,8（1997）: 35-36。 
14 對於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東擴」，俄羅斯東尋中國加以制衡: 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東擴，此舉不

但能加強美歐之間「和平夥伴關係」，亦可防止加後俄羅斯捲土重來，重新威脅美國在國際社會

之政治、軍事地位。在美國強勢防衛體系及全方位結盟的壓力下，俄國之轉圜空間有限。對於北

約東擴一事，俄國只有被諮詢，或禮貌上被知會之權利，但卻無任何否決權。在此情況下，俄國

只有東尋盟友加以制衡。而與俄國關係日趨熱絡的中國，為了反制華府所倡言之「中國威脅論」，

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壓力。 俄羅斯與中國在建構戰略協作的理念上，一拍即合。參閱: 劉

桂玲，「俄羅斯應對北約東擴舉措及俄美關係前景」，現代國際關係 6（199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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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家安全與經濟因素 

 
（一）國家安全因素 
 

對外政策所規定的主要任務，即為國內的改革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首先是

和平和穩定的周邊環境。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原則中，俄羅斯在世界舞台上

的地位直接取決於同近鄰國家關係的性質，所以要優先發展同作俄羅斯直接的地

緣政治環境的鄰國之關係。因此就產生了俄羅斯周圍建立「睦鄰」地帶的戰略目

標，按照俄羅斯方面的解釋，俄羅斯的近鄰不僅只是前蘇聯的各國共和國，而且

包括「俄羅斯遠東最近的鄰國---中國」。 
 
（二）經濟因素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國內向市場經濟過渡，在國際上實行對外開放，其主

要目的之一是使俄羅斯加入國際經濟合作體系。俄羅斯發展同中國的貿易和經濟

合作關係具有特殊的有利條件，合作的潛力很大，首先是中俄兩國地理連成一

片，交通便利，其次兩國經濟上結構互補性很強。再加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和大

規模地開發中西部地區，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有可能成為俄羅斯工業

產品的重要出口市場。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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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初期，正是中共政權軍事鎮壓民運「六四天安門事件」，遭致國際

社會強烈譴責和嚴厲制裁，國際外交孤立、處境極端困頓之時。為突破外交困境，

除強調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界，不應妨礙國幅間發展對話和合作外，並表示

持向前看的態度，願意與俄國共同克服存在的困難，改善和發展雙邊關係。而俄

羅斯適時地對中國的善意舉動，，雙方外交關係合作更是一拍即合。 
 
 
二、戰略三角互動因素對中俄關係影響: 美中戰略衝突 

（「美日安保」對中國之圍堵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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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安保」對中國之圍堵與遏制。15對中國而言，最不利的國際環境變化

認知，仍是以美國和日本等大國基於「中國威脅論」而對中國採取的各種形式的

遏制與圍堵決策。16美國和日本在重新修訂的「美日防衛新指針」中，日本防衛

範圍涵蓋整個遠東地區，中國認為新修訂「美日安保新指針」是以中國為假想敵，

是一種遏制中國的軍事同盟。尤令中國疑懼的是，日本在所謂防衛指針中的所謂

「周邊有事」概念始終未釐清是否包含台灣海峽在內。17 
 

其他美中戰略衝突事項諸多，例如美國不但未經聯合國安理會同意而轟炸南

斯拉夫，更在五月誤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中國認為南斯拉夫的科索沃事

件已成美國「新干涉主義」的典範，18中國內部更擔憂美國未來將以科索沃干涉

模式插手西藏、新疆和台海問題事務，妨礙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統一行

動。19 
 
三、國家安全與經濟因素 
 
（一）國家安全因素 
 

中國和俄羅斯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最重要現實基礎毋庸置疑是「國家安

全」因素。20主要原因是由於雙方擁有四千三百公里的共同邊界，彼此地緣政治

                                                 
15 自一九五一年，美國與日本簽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以來，「安保條約」一直影響著戰後日

本的政治體制與日本對國際事務的態度。而美日安保體系若把台灣納入安全機制，將使台灣安全

獲得更進一步的保障，尤其對於中國將產生不敢蠢動的「嚇阻」效果，所以對於世界局勢也有安

定的作用。美日安保條約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一）第一階段是從 1952 年到 1960 年代: 此一

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防範韓戰的再度爆發，以及日本做為美國協防台灣的駐軍集結地。（二）第二

階段是從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 此一時期美日修定了舊安保條約，取消「內亂條款」，但附加

了「遠東條款」，此一時期的主要任務，除了阻止中共共產革命的輸出，日本並也成為越戰的後

勤基地。（三）第三階段是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 此一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日本做為美國封

鎖蘇聯海軍戰略的要塞，美日安保也擴大為針對蘇聯的太平洋安保政策。（四）第四階段的美日

安保，從 1990 年代到現在: 此一時期是屬於美日安保的「再定義時期」，美日安保開始有維繫亞

太安定甚至於國際和平的意義。冷戰時期，美國採行圍堵中共及蘇聯的政策，美日安保條約著重

於維護日本的安全，但對東北亞局勢穩定有積極的作用。冷戰後時期，過去美國協防各國的機制

已不存在，但若美日安保宣言涵蓋台灣及南沙群島，將強化過去在冷戰時期由東北亞經由台灣到

東南亞的軸線，目的就是在維護亞太的安定與和平。參閱: 楊永明，「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之理論

分析」，美歐季刊 12,3（1997）: 35-71。 
16 張文木，「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戰略與管理 3（1999）: 3。 
17 馬玉安，「日本近期調整對台政策的產因和意圖」，國際關係學院學報 3（1997）: 19-22。 
18 閻學通，「國際環境與外交思考」，現代國際關係 8（1999）: 9。 
19 趙龍庚，「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邁向堅實之路」，現代國際關係 5（1999）: 33-34。 
20 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是一種經過審慎評估（calculative）的戰略，一方面致力於防止危機的

產生，但更主要的是顯示出一種對外取向的務實主義（outward-oriented pragmatism），以迅速地

改善國內社會環境、鞏固其政權合法性基礎、增強其經濟與科技實力，並且加強軍力以提升其在

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與地位。中國現階段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可歸納為四點:（一）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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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複雜。冷戰時期，中國同原蘇聯曾在邊境進行長期的軍事對抗，彼此在安全

上相互威脅。冷戰後時期，中國和俄羅斯雙方都希望改變此種不利於雙方安全的

地緣政治環境，因而雙方發展戰略關係有助於促進雙方國家安全之和平和穩定。
21 
 
（二）經濟因素 
 

冷戰後中國對外戰略架構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戰爭不是不可避免，在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毛澤東時代，認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勢力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

掀起一場新的大規模的戰爭」。但進入 80 年代以來，鄧小平基於經濟建設需要國

際和平環境的認知，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卻認為「爭取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是完

全可能的」，而且「如果搞得好，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

界的主流」，所以「經濟因素」逐成為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重要背景因

素之一。22 
 
 

中俄兩國具有共同的發展目標，都希望兩國邊境的和平與安全，實現現代

化。為此目的，雙方都在集中精力，深化本國的改革，發展民族經濟，因此需要

穩定、安寧的國際周邊環境。中國大陸是俄國東方最大的鄰國，而俄國則是中國

大陸北部最強的也是最大的鄰國，兩國擁有四千三百多公里的共同邊界，故雙方

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保障兩國的「國家安全」以及國內改革和建設的順利

推動，具有重要的意義。23 
 
 

                                                                                                                                            
控制邊界，並排除任何危及政權生存的威脅勢力;（二）在面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社會動盪情況下，

盡力保持國內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三）致力於建立本身在區域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和地位;（四）

維持強大武力以隨時對抗外來威脅。參閱: Michael D. Swaine &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U. S.: RAND, 2000）,pp.112-113. 
21 張雅君，「中共與俄羅斯戰略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限力與動力」，中國大陸研究 43,3（2000）: 
3。 
22 自從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幅度不斷擴大，與世界

的關係就更為密切。冷戰後時期，由於通訊、網路技術的迅猛發展，以貿易自由化、生產全球化、

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等為特徵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生產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世界

範圍內流動，對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股「經濟全球化」浪潮一方面衝

擊了中國大陸和世界的既有關係，也改變了中國大陸對自身和世界的認知圖像。參閱: 張承惠，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金融危機的防範機制」，李克穆、謝伏瞻主編，世紀末的衝擊---深層思考: 經
濟全球化進程中金融危機的防範（北京: 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pp.20-21。   
23 曉光，「中俄關係的建立、發展與走向」，東亞季刋 29,1（1998）: 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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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俄邊界問題大事記」 

 

時間 中俄邊界問題大事記 

1969 年 3 月 中國與前蘇聯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 
1982 年 3 月 前蘇共總書記布列茲涅夫在「塔什干」群眾大會上表示

不否認中國存在社會主義，建議就兩國邊界問題進行談

判; 前中國總理趙紫陽 5 月 24 日會見日本新聞代表團

時，表示關注到布列茲涅夫的講話。 
1987 年 2 月 中蘇兩國政府第一輪邊界談判在莫斯科舉行。雙方商定

討論中蘇邊界全線走向並從東段開始。   
1989 年 5 月 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訪問北京並會見鄧小平，推動雙方

邊界劃定的商討。 
1991 年 5 月 中國和蘇聯簽署了東段邊界協定，在地圖上劃線，並開

始實施邊界勘定，為本次解決邊界問題奠定基調。 
1994 年 9 月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俄國時，由中、俄簽署一份確

定西部共同邊界的協議，解決了其中糾纏幾十年的一段

長五十六公里的邊界爭執。 
1996 年 4 月 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

坦等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

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1997 年 3 月 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

坦等五國元首，在莫斯科共同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裁

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其中包括在總長達七千五百公里的

雙方邊界線兩側各一百公里的地帶內，裁減後每一方保

留的軍事人員均不超過十三萬零四百人。 
 
 
《資料來源:「中俄邊界問題基本解決」，明報，11 Nov 1997,p.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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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 

 
 
一、國際因素對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影響 
二、中俄雙方對彼此關係之認知 
三、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 
四、中俄雙方領袖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成形之看法 
 
 

中國與俄羅斯聯邦間的關係，自前蘇聯共黨總書記戈巴契夫（M. Gorbachev）

執政時，已開始了正常化的過程。1991 年蘇聯的解體，並未影響此一過程關係

進展。相反的，雙方關係在俄羅斯時期內不斷改善，已從正常化步入 1994 年「建

設性夥伴」關係。1996 年 4 月，俄羅斯聯邦總統（B. Yel’tsin）訪問中國大陸時，

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夥伴關係。就中俄關係論，中

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躍進，自然引起全球的矚目焦

點。24 
 
 

一、國際因素對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影響 

 
（一）就俄羅斯而言 
 

冷戰後時期，兩極世界的戰略格局，演變成多極格局，昔日的兩個超級大國，

只剩下美國獨強孤芳自賞。在歐洲，「華沙公約組織」早亡灰飛煙滅，而其相對

的軍事政治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但依然健在。並且在美國的主使下試

圖向東擴大延伸。這樣做不能不引起俄羅斯的疑慮。美國這種作風引起俄羅斯朝

野的不滿，而迫使莫斯科政府調整其對外政策方針，從向西方「一面倒」以美國

為主的對外政策，轉變成東、西兼顧的「雙頭鷹」外交戰略。 
 
（二）就中國而言 
 

就中國而言，美國一些人鑑於中共經濟發展漸有起色，興起「中國威脅論」

                                                 
24 畢英賢，「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問題與研究 35,12（1996）: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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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主張對中國大陸進行「軟圍堵」。1996 年，台海危機期間，美國兩艘航空

母艦駛近台灣海峽，不能不令中國警惕。稍後，美國與日本簽署「美日安保共同

宣」把美日安保節圍擴大，對中國與俄羅斯遠東有示威作用。這些國際現實因素，

自然促成中俄建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意願。 
 
 

二、中俄雙方對彼此關係之認知 

 
（一）俄羅斯對中國的認知 
 

俄羅斯在亞洲與中國合作，使俄國得以順利參加亞太經濟與政治活動及相關

組織。俄羅斯的戰略觀點既然首要在維護其對前蘇聯地區的利益，亦必順對東歐

形勢變遷作相對讓步與自我調適，承認東歐國家與西歐結合及加入北約的事實，

從而避免被美國和西歐孤立之:25 
 
1. 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內不會與俄國對抗，其注意力放在南方，目前中國極欲利

用俄國軍事科技以完成其「軍事現代化」。因此對北京軍售需謹慎控制，避

免讓美國產生誤解。 
2. 中國將利用俄羅斯的良好關係，向美國證明其擁有鞏固的後方。 
3. 冷戰之後，中國成為美和西方敵對目標，俄羅斯不應該被西方勸服，建立某

種聯盟以遏阻中國; 亦不應該建議中國及接受其關於反西方為主調的戰略

夥伴關係之建議。 
4. 就長期言，不能不擔心中國會其壯大的軍事力量轉向北方; 亦需擔心大批中

國非法移民進入俄屬遠區，影響該區人口種族結構。 
5. 中國可能成為俄羅斯最大威脅，以及危及哈薩克、中亞。 
 
（二）中國對俄羅斯的認知 
 

就中國對俄羅斯認知而言，中國現今著重的是兩國之間的合作與對話，而在

這種基本穩定的雙邊關係上，中國更重視的是以中俄夥伴關係為依託，去推動大

國關係的重建，故在中共政權的「大國外交」26中，最重要的對象是美國，但最

                                                 
25 王承宗，「國際因素對中俄戰略夥伴關係之影響: 從俄羅斯的觀點分析」，問題與研究 36,8

（1997）: 39-40。   
26中國推動大國外交之目的與策略。中國推動大國外交之目的:（一）破解西方國家對付中國的「預

防性遏制」戰略。（二）防止各大國支持中國大陸的分離主義和台灣的獨立勢力。（三）繼續爭取

一個有助於推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國際大環境; 中國推動大國外交之策略:（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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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夥伴則是俄羅斯，而中國調整大國關係最可行的招數就是全面充實與俄國

間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加強在雙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戰略等多領域的合

作，向美國以及日本施加有形的壓力。由此可見同俄國保持睦鄰友好的戰略協作

夥伴關係將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方針，這既關係到中國周邊地區「國家安全」的長

治久安，同時也是落實中國「國際戰略」和追求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中俄

關係對中國來說意義重大，主要是由於:27 
1. 中俄關係是中國對外政策運作基礎與典範。 
2. 良好的中俄關係，對中國的對外政策極為重要，對美國和全球國際關係的長

期架構亦然。 
3. 目前的情勢在近代史上相當罕見，因為這俄羅斯國力衰弱而中國強盛的局面

是自「鴉片戰爭」後約一百五十年來的頭一遭。 
 
 

三、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成形 

 
1996 年 4 月 25 日，江澤民與葉爾欽簽署「中俄聯合聲明」，以及另外十二

項合作文件，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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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各大國的領導人共同發表建立夥伴關係的宣言。（二）與各大國建立交往和磋商機制。（三）與各

大國加強各方面的合作關係。參閱: 李登科，「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2000 年中共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2000）: 5-8。 
27 賓尼迪克（Hans Binnedijk）、蒙塔勃托（Ronald N. Montaperto）著，中共戰略趨勢（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台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館，1999）,p.132。 
28 這十二份中俄兩國政府文件包括:（一）「關於建立直通保密電話通信線路的協定」;（二）「關

於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合作的協定」;（三）「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四）「共同開展能源領

域合作的協定」;（五）「關於興凱湖自然保護區協定」;（六）「進出口商品合格評定合作協定」;
（七）「在外匯監管領域合作及互助協定」;（八）「關於反鎮正當競爭與反壟斷領域合作交統協

定」;（九）「關於禁止非法販運和濫用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的合作協定」;（十）「一九九六年經

濟貿易合作議定書」;（十一）「中國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與俄羅斯國家體育和旅遊委員會體育合

作原則協議」; （十二）「中國國家核安全局和俄羅斯核輻射安全局核安全合作議定書」。 
29 鄭羽，「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前景」，國際經濟評論 9（1997）: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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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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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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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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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俄雙方領袖對「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成形之看法 

 
（一）中國 
 

1996 年 4 月，中俄雙方簽約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記者並闡述「中

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四點基礎:31 
 
1. 中俄毗鄰而居，互為最大的鄰國，增進信任、保持關係穩定發展，符合雙方

的根本利益。 
2. 中俄都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而且兩國目前都在不斷深化經濟改革，這為兩國

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3. 中俄都是世界大國，又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共同致力於世界

和平與發展，有助於世界更加繁榮和穩定。 
4. 中俄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彼此都希望成為好朋友、好鄰居、好夥伴，

這都是決定中俄關係走向的主導因素。 
 
（二）俄羅斯 
 

                                                 
30 丁永康，中共的國際新秩序: 理論發展與實踐（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1）,pp.114-115。 
31 人民日報，26 Apr 199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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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俄關係建立，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表示:32 
 

「俄羅斯十分重視同中共的關係，中國是俄國最大近鄰，發展經濟合作有很

大潛力，兩國在經濟上有互補性; 雖然俄羅斯與中共兩國社會制度不同，但意識

形態不應妨礙兩國的合作，俄國願與中共發展多領域、多渠道、多種形式的合

作。」、「擁有殷實的工業潛力、豐富原料和人力資源的兩個國家間的戰略夥伴關

係其目的在維護正在形成中的多極世界結構，防阻單一超強國家試圖壟斷國際形

勢的努力。」 
 
2000 年俄羅斯新繼任領導人普欽則表示:33 

「中國是俄羅斯的戰略夥伴，與中國發展關係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主要優先

方向之一，而非權宜之計; 兩國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將成為維護全球穩定和世

界和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由上述中俄兩國領導人發言顯示，雙方對彼此關係發展的重視程度與期望，

兩國領袖一致認為，中俄間已達成的新水平與多層面的關係，是兩個國家和人民

的共同歷史財產，不僅是亞太地區而且是全世界鞏固和平與安定的重要因素，對

建構新的、多極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作出明顯的貢獻。在「聯合聲明」中，

雙方更表達了兩國對重大的、雙邊和國際問題的共同態度。他們相信中俄「聯合

聲明」的落實，將可促進兩國睦鄰與友好關係的深化與廣化，平等互惠國際合作

的發展。至此，中俄關係已從「正常化」關係，經歷「建設性夥伴關係」，向「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 
 

而 1996 年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為雙方關係的進展確立了總體框架

和發展方向，既是中俄關係發展成就的集中體現，也是冷戰結束後雙方利益共同

需要的結果，目前中俄兩國正為了深化與廣化「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各個層

面領域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戰略」等各個重要面向合作。 
 
 
 
 
 
 
 

                                                 
32 人民日報，1 Feb 1992,p.1。 
33 「普京: 優先發展與華關係」，文匯報，7 Jul 2000,p.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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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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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特點評估 
 
 

冷戰後時期中、俄兩國關係發展上最明顯且重要的特點轉變即是在「安全領

域」上的合作與國際外交上的合縱與連橫。有別於冷戰時期之競爭與對抗，昔日

雙方都採行類似列寧主義的強硬外交路線，但意識型態和政治文化的分歧導致了

中蘇的決裂甚至在邊界上的兵戎相見。在國際戰略格局變遷與蘇聯解體環境大變

化之態勢下，中、俄高層政治利益的一致性發展，尤其是在「地緣政治」戰略利

益的共識明顯增加:（一）對中國而言，俄羅斯是中國北方最大鄰國，雙方關係

的對抗或合作變化會給中共的「國家安全」帶來直接的影響;（二）對俄羅斯而

言，作為蘇聯的繼承者，面臨北約的東擴與中亞地區的領土爭端和民族矛盾，嚴

重威脅到俄國的「國家安全」與領土完整。兩國長達四千三百餘公里的共同邊界，

彼此「地緣政治」環境複雜: 冷戰時期雙方曾在邊境上進行長期的軍事對抗，彼

此在安全上互相威脅，34因此進入冷戰後時期，和平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全球兩大

重點主題下，中國和俄羅斯兩國都致力於發展國內經濟的情況下，自然希望有一

個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免雙方將國家資源過多投注於軍備競賽與對抗，重蹈

冷戰時期的歷史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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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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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張雅君，「中共與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阻力與動力」，中國大陸研究 43,3
（2000）: 3-4。 
35 李靜杰，「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學報 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2）: 
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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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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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年底蘇聯解體後，中、俄建交，中國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發展與互動，

從全球的國際角度來看，中國需要一個在國際上有行動能力的俄羅斯作為抵制美

國霸權主義的重要力量，從戰略三角政治互動因素觀之，美國對中俄東西的戰略

圍堵，促使中、俄兩國戰略合作趨於緊密關係。中國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作

為唯一的超強大國，主導全球事務，憑藉著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試圖構建全

球「單極體系」，且在一系列重要國際議題上，中俄兩國體認到有必要進行磋商

與協調解決，並將其看作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重要內容。36 
 
    另外，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有責任和義務反對某一超級大

國妄圖主宰世界事務，且也將彼此逐增溫的交往視作對抗西方和其盟國的籌碼。

雙方認為，美國不斷以「人權」、「民主」、「中國威脅論」、、「台灣問題」以及「北

約東擴」、「科索沃事件」和「車臣問題」等問題來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合作

空間，是一種「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兩國均相信世界格局正從兩

極體系向多極化過渡，均不接受美國領導下的單極霸權，均將盡力促成公正合理

的國際政經新秩序之實現、反對冷戰對峙思維，此外，兩國都屬於一超之下的大

國地位，並具有挑戰單極之潛力，因此希冀透過彼此之「戰略協作」來拉抬自身

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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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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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共同的處境為中俄在國際領域的合作創合了良好的前提條件，雙方在解進國際諸多問題中，

立場愈來愈接近或一致:（一）中俄都致力於建立多極化的世界，認為世界多極化趨勢不可避免，

相互合作和制約的多極化更有利於世界的穩定和發展，反對任何國搞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霸

權主義」;（二）中俄都承認聯合國憲章及其相關法律的前提下進行，而不是將其拋棄或繞過它

行事;（三）中俄都主張國際經濟合作應在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平等進行，反對以經濟為手段

威脅他國主權，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歧視政策;（四）中俄都是美國所謂「既拉觸又重點遏制」

的對象，美國也是中俄在國際上最主要的合作夥伴，避免對抗的建設性立場;（五）中俄兩國都

對美日安保條約和美日聯合研制 TMD 保持高度警愓，對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與無核化深為關

注，對印巴核競賽表示憂慮，對建立中亞地區安全機制持積極態度。參閱: 王酈久，「新起點，

新任務-對新世紀中俄關係發展的再思考」，現代國際關係 7（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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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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有利於世界

的和平與穩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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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際關係變化的歷史觀察，任何型態的戰略關係，不論是否具有同盟形式

或實質，都有其形成的現實基礎，然而戰略關係是否持續，或是朝何種方向發展，

則端視其形成的現實基礎是什麼，以及是否鞏固，對大多數國家而言，外交或安

全政策的制訂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往往深受多重因素的影向，例如歷史、意識形

態、國內外環境，政策制訂者或是不同利益集團的認知等。38 
 

                                                 
37 曉光，「中俄關係的建立、發展與走向」，東亞季刋 29,1（1998）:95。 
38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社，1991）,pp.268-274。 



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 

 

 

 118

根據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發展的實踐和雙方簽署的文件，特別是同過去

的中蘇關係相比，可以看出，中俄關係已不再是五○年代那種以共同意識形態為

紐帶的軍事同盟關係，而是以「現實主義」為理念、以「國家利益」為依歸的一

種「新型關係」，對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容特點，主要評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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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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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

這種新型關係意涵在於（一）排除意識型態和社會制度對兩國關係發展的影響;
（二）確立兩國平等且相互尊重的關係準則;（三）互稱雙方既不結盟、亦不對

抗、更不會針對第三國;（四）發展經貿合作成為雙方關係的最重要內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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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中俄「聯合聲明」文件內容特點，中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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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所謂「三不」係指:（一）中

俄不搞軍事、政治同盟和敵對戰略;（二）雙方不表示拒絕和美國、歐洲及其他

國家的合作;（三）雙方建立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不用來對抗任何第三國家。

而「三是」則係:（一）互相幫助維持全球和區域的和平及穩定;（二）建立多元

世界、維護各國利益;（三）互相幫助維護中、俄的國家利益。41 
 

在中俄國際宣傳的合作，其所謂「霸權」和「超級大國」顯然是指美國。因

此，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針對的目標，自然也是美國，目的就是對重大國際

問題經由雙方的磋商、協調，採取共同立場，聯手防制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專斷

獨行，使美國不能憑恃自身在軍事、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優勢，利用「北約」和

「美日安保」軍事同盟控制歐亞兩線，確立獨霸地位的全球戰略目標。 
 
 
(三)在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冷戰後時期中共國家地位，真正以「大國地

                                                 
39 自 1991 年中俄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來，中俄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各自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戰

略需要出發，根據國際形勢變化的新特點和趨勢，決定建立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新型國家關

係。參閱:「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人民日報，18 Jul2001,p.7。  
40 此為俄羅斯外交部次長帕諾夫對記者的談話內容，參閱: 聯合報，1 May 1996,p.9。 
41 孫國祥，「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中國大陸研究 40,8（1997）: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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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姿態而與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平起平坐。 
 

冷戰初期階段裡，中國與蘇聯關係是國際共產主義「老大哥」與「小老弟」

之主從關係，中國接受蘇聯國際共產援助建國。在雙方主從關係中，史達林十分

看不起中國人，根本不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裡，認為中國共產黨成不了事。他又

懷疑毛澤東是狄托，為了表明不是，毛澤東不得不十分謹慎，極力表現惠於史達

林，學蘇聯學得非常堅決。42史實表明，毛澤東於史達林去世後，感覺自已夠稱

為國際共黨中的資深人物，加上其他的政治因素，形成了中國與蘇共的分裂，到

了 60 年代，毛不願意再追隨蘇共，蘇聯則用各種方法積極想壓下中國，但沒有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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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了保護自已的執政安全，堅持中俄關係的基礎應該以「和平共處五原

則」43作為中俄關係行事規範。中國國際法學者一再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已

經成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並拿該原則與《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原則宣言》以

及《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等重要國際法文獻相比。足證中國極力要求他國

承認和平共處之「合法性」，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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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兩國領導人及其所簽署的「聯合聲明」都反覆強調，社會制度和意識形

態不同不應該影響國家關係的發展以及兩國在各個領域中的合作。各國人民有權

根據自已的國情，獨立自主地選擇社會制度、發展國家道路和特色模式。這一原

則既符合從中蘇關係中吸取的歷史教訓，又符合冷戰後世界發展多元化特徵之時

代潮流。 
 
 

                                                 
42 黎澍，「關於文革產生的文化背景的對話」，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北

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p.306。 
43 所謂「和平共存五項原則」係為:（一）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

干涉內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 



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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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 5 月鄧小平在談到過去中蘇關係惡化的原因時說:「真正的實質問題

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44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能夠平等對待，

尊重對方的合法權益和作為世界大國應有的尊嚴。中國人感到三百多年來，俄羅

斯第一次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處在困難和危機中的俄羅斯從中國方面得到理

解、同情和支持。所以在這次相互交往關係中，中俄雙方都沒有羞辱感。同時又

對冷戰後時期美國主宰國際事務的強權政治感到不安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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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與原蘇聯時期的結盟關係有所不同，不是建立在

意識形態的基礎上，並反覆強調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並就國際問題發表

共同立場聲明，主強世界多極化，防止超級大國操縱和主導國際安全。 
 

新時期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昔日中蘇「軍事同盟」45有何差異，特點

評估有三:（一）昔日中蘇同盟的締結，「意識形態」的考量大於「國家利益」而

今日的中俄關係逐步升溫，乃至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順利建構「國家利益」

無疑是最主要的立基點;（二）昔日的同盟關係具有顯性的針對性，而今日的夥

伴關係「名義上」無針對性，但實質上則否。觀諸近年來中俄雙邊簽署的「聯合

聲明」或發表的「新聞公報」之內容，雖無字眼具有明顯的針對性，但「項莊舞

劍，意在沛公」其目標無疑地就是反對冷戰後時期美國所建構的「單極霸權主義」;
（三）昔日的中蘇同盟大體上是中國有求於蘇聯，而今日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則

是雙方互有所求。 
 
冷戰後時期中俄兩國關係的重新定位，雙方在國際事務及全球議題上的共同

利益要求兩國必需締結一種迥異於以往單純的軍事同盟形式的合作關係來協調

彼此的行動，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正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結合。中俄建立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是兩國就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情形，以及雙方為因應

冷戰後時期國際戰略格局變遷特點，摒棄了冷戰對峙舊思維，也擺脫了不同意識

形態、社會制度的干擾，所做出之歷史性抉擇。這種關係以雙方現實主義之「國

家利益」為考量，吸取了近代中蘇關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符合世界局勢與國際

                                                 
44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pp.294-295。 
45 參閱: 附件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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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發展的潮流和需要。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建立為新世紀兩國關係之發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於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特點評估，中俄睦鄰友好關係，不是建立在「意

識形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現實主義」之「國家利益」基礎之上。中俄雙

方之歷史問題，如邊界劃界和軍事威脅等問題已大體上得到解決; 政治合作面向

已制度化建構關係; 經貿合作已建立起互補互利的雙贏基本模式，地緣政治和地

緣經濟在中俄關係諸因素中佔主導地位。中俄關係最大的特點是戰略利益的趨

同，是對重大國際安全問題的觀點和利益趨於一致，這種趨同和一致不僅出於雙

方的友好睦鄰關係，更出於地緣政治、經濟關係和現實利益的戰略考量要求。46 
 
 

總結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特點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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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打擊;（二）「中程目標」是抑制或逐出美

國在兩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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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6 曉光，「中俄關係的建立、發展與走向」，東亞季刊 29,1（1998）,p.95. 
47 魯維廉，中共新安全觀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論文，

2001）,p.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