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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涵與合作面向 
 
第一節 政治合作面向 
第二節 經濟合作面向 
第三節 軍事合作面向 
 

第一節 政治合作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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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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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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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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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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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蘇聯的正常化與中國領導者的變動相關連，兩國內部的改變造成中蘇戰略的轉變。參閱: 蘇

起，論中蘇共關正常係化，1979-1989（台北: 三民書局，1992）,pp.12-32,38-58。 
2 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北京會見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

契夫時，鄧小平呼籲:「中國人民真誠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我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布中

蘇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此外，鄧小平又建議「多做實事，少說空話」。參閱:「結束過去，開

闢未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pp.291-295。 
3 參閱: 表 4-1、「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紀要」（1989-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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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1 年 12 月 「中俄正式建交」: 從中蘇關係向中俄關係過渡 

 

    1991 年 12 月 21 日，蘇聯解體，中俄關係平穩過渡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俄羅斯聯邦隨著蘇聯解體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同年 12 月 27 日，中國派對外經

貿部長李嵐清率政府代表團訪俄，雙方在莫斯科簽署「會談紀要」，正式建立外

交關係，並確定雙方關係的基本原則。4 同時中方宣布支持俄羅斯聯邦政府接替

前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 

 
在「會談紀要」中，中俄雙方當時達成了以下重要協議:5 

 

(一)中國承認俄羅斯是原蘇聯的繼承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二)雙方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兩國關係的基礎，1989 年戈巴契夫訪問

大陸時簽署的「中蘇聯合公報」和 1991 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蘇聯時簽

署的「中蘇聯合公報」的基本原則仍是中俄兩國關係的指導原則;  

(三)過去中蘇簽署的條約和外交文件繼續有效;  

(四)過去中蘇間正在進行約兩個談判，即「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和

加強軍事領域信任措施的談判」以及「中蘇邊界談判」將繼續進行下去，

雙方表示將儘快批准已經達成的東部邊界協定，並就尚未商定的地段繼續

談判等等。 
 
 

二、1992 年 12 月 中俄「互視為友好國家關係」6 

 
1992 年 12 月 17 日-19 日，俄羅斯聯前總統葉爾欽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為期三

天的訪問，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

尊定雙邊關係基本架構，中俄彼此「互視為友好國家關係」，將發展善鄰、友好

與互惠合作關係。 
 

    1992 年 12 月，葉爾欽首次訪問中國大陸，雙方定位關係為睦鄰友好和互利

                                                 
4 畢英賢，「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問題與研究 35,12（1996）: 20。 
5 曉光，「中俄關係的建立、發展與走向」，東亞季刊 29,1 (1998): 80。 
6 參閱: 附件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1992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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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新關係。在訪問期間，中俄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

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7「聯合聲明」中明確規定:中俄互視為「友好國家」，

雙方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關係; 尊重各國人民自

由選擇其國內發展道路的權利，杜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不應妨礙國家關係的

正常發展; 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不同

第三國聯合反對對方或損害對方的利益等等。在這次訪問期間，雙方還簽署了有

關經貿、科技和文化等領域進行合作約二十四個文件，從而為中俄關係的全面發

展奠定了政治和法律基礎。 
 
 

「夥伴關係」之意涵 
 
學者畢英賢教授對於「夥伴關係」的定義則如下:8 

  「夥伴關係是一種平權、沒有主、從之別的關係，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 

換言之，夥伴關係是一種相互平等的關係，兩國之間基於共同的需要，因而相互

增強雙方關係的一種狀態。  

 
學者譚溯澄教授將國際間的「夥伴關係」分成下列四種:9 

（一） 第一種是「有限性的」夥伴關係，兩國之間並未存有深厚的友誼，只把

對方視之為短暫的、可利用的夥伴關係，彼此的合作項目只限於有限的

目標。 

（二） 第二種是「戰略性的」夥伴關係，這種關係多半仍未達到深厚的合作面

向，只是為了戰略上的需要而加以合作，如過去二次大戰後，蘇聯亟欲

在亞洲擴大勢力，中共和美國之間為了共同對抗蘇聯的必要而結成長期

關係。 

（三） 第三種是「建設性的」夥伴關係，是指雙方已經完全沒有敵意，幾乎大

多數的有關事物均可進行商討，並且在多數情形下都可得到較善意回

應，對未來關係的展望，肯定會朝著愈來愈好的期望發展，如傳統的英、

美兩國提倡「大西洋社區」(Atlantic Community)關係，雖隔著大西洋，

但卻極少發生戰爭，長久以來價值觀密切，並保持持續友好，這可說是

                                                 
7 人民日報，19 Dec 1992,p.1。 
8 畢英賢，「論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問題與研究 35,12（1996）: 2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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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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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四） 第四種是「全面性的」夥伴關係，這是夥伴關係中最好的一種極致，例

如美國和加拿大關係，對邊界都不需要加以設防，國際關係學者陶意志

(Karl W. Deutsch)所說的最理想的國際安全社會(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ty)便非常接近這裡所提的「全面性的」夥伴關係。 

 

    綜合上述，譚溯澄教授認為「戰略性夥伴關係」有如二次大戰後美國與中國

之間的關係，「建設性夥伴關係」則是中國和當今俄羅斯的關係，兩者最大的差

異處，是前者屬於全球性的安全問題，後者則是偏重於區域約合作及雙邊交流，

目前俄羅斯主要把中國看成一個區域性的大國，而不會對全球產生威脅。 
 
 

三、1994 年 9 月 中俄「建設性夥伴關係」10 

 
1994 年 9 月 2 日-6 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回訪俄國，中俄雙方簽署聯合

宣言和共同聲明，強調雙方互不使用武力對抗對方，雙邊關係由兩年前的「互視

為友好國家」關係，進展為「建設性夥伴關係」。 
 

    1994 年 9 月，江澤民訪問俄羅斯，同葉爾欽總統簽署了關於兩國未來關係

的「中俄聯合聲明」。11中俄兩國建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的

新階段。雙方就構築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新型夥伴關係」達成共識。這種新型夥

伴關係既「不是對抗，也不是結盟」，而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

的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這種關係不受兩國國內形勢和國際形

勢的影響，並將世代相傳。「中俄聯合聲明」重申，雙方格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中俄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決心面向二十一世紀，把兩國關係提高到一個嶄

新的水平。在這次訪問期間，雙方還簽訂了「中俄兩國關於不將本國核武器瞄準

對方的聯合聲明」，以及「中俄西段邊界協議」。12 確立了不對抗、不結盟、不

針對第三國、睦鄰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榮的新型國家關係; 基本解決了存在

多年的邊界爭議，從而為兩國關係長期穩定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0 參閱: 附件三、中俄聯合聲明 (1994 年 9 月 3 日)。 
11 人民日報，4 Sep 1994,p.1。 
12 人民日報，5 Sep 199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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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性夥伴關係」之意涵 

 
    1992 年中國與俄羅斯簽定聯合聲明，中俄雙方一致認為可發展成「建設性

夥伴關係」，決定在政治上加強信任，經濟上則加強互賴，並擴大各領域的交流

合作。1994 年 9 月，中國和俄羅斯又進行一次高層的訪問，當時是江澤民到莫

斯科與葉爾辛進行會談，並發表了「中俄聯合聲明」，確定了雙方將發展成為「建

設性夥伴關係」，我們可自這份聲明中，從政治、經濟、軍事及國際角度上，探

討「建設性夥伴關係」的實質意涵為:13 

（一） 在政治關係上，以和平共處為原則，並遵守邊界協定，促進相互的信任

及友好。 

（二） 在經濟上則加強互補，增強既有的依賴關係。 

（三） 在軍事上則遵循互不將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和互不使用武力，特別是互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 

（四） 在國際關係上，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的原則，並承認各國之間的差異、平等合作，

不受歧視地參與國際事務，反對霸權主義進行擴張和強權政治。 
 
 

四、1996 年 4 月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4 

 
（一）1996 年 4 月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1996 年 4 月 24 日-26 日，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二度訪問北京，同中共領導人

簽署了「聯合聲明」，雙方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雙邊關係又由兩年前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上升為「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 
 

1996 年 4 月，葉爾欽總統第二次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署的「中俄聯合聲

明」。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進入互相諒解、信任和合作的嶄新階

段，全面發展各領域合作。「聯合聲明」中指出: 在雙邊關係上，雙方重申恪守

1992 年 12 月 18 日簽署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

聯合聲明」和 1994 年 9 月 3 日簽署的「中俄聯合聲明」所闡述的各項原則。雙

                                                 
13 參閱: 附件三、中俄聯合聲明 (1994 年 9 月 3 日)。 
14 參閱: 附件四、中俄聯合聲明（1996 年 4 月 25 日)。 



第四章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涵與合作面向 

 
 

 127

方同意保持各個級別、各種渠道的經常對話，認為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級、最高

級接觸和協商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並決定為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問

的熱線聯繫; 關於亞太安全與經濟合作，雙方認為，冷戰後亞太地區政治相對穩

定，經濟快速增長，在未來世紀將起重要作用; 雙方願相互促進參與亞太多邊經

濟合作。中國大陸方面重申支持俄羅斯申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中俄雙方還

同意繼續致力於加強東北亞的安全穩定與經濟合作，並願為此目的相互間與所有

有關國家進行協調與磋商。貿易上，雙方將採取有力措施，利用兩國地緣相近和

經濟互補的獨特優勢，進一步擴大和發展雙邊經貿合作。軍事上，雙方表示願意

進一步發展兩國軍隊之間在各個級別上的友好交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考慮兩

國承擔的國際義務，進一步加強軍技合作，把兩國邊界建設成為一條睦鄰友好、

和平安寧的邊界。15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意涵 

 
（一） 中國「中央黨校」研究員劉德喜曾就「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建設性

夥伴關係」作一區別:「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主要反映政治關係，建設性夥

伴關係則反映經濟利益; 前者多以長遠之戰略利益為考量，後者則講求

平等互利為基礎，發展雙邊關係。前者可能以突變方式，集中力量加速

雙方之關係的發展，後者多以漸進方式、自然地發展雙方關係;前者可針

對第三國或者國家集團，以求實現預期之戰略目標，後者一般不針對特

定之第三方。」16 

 
（二） 依照中國駐俄大使武韜的說詞:「所謂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即冷戰結束

後，世界向多極化發展; 大國之間的關係有深刻重大的調整，而在調整

過程中所形成的夥伴關係，實質上再也不似過去的對抗關係，而是通過

對話解決雙方的分歧。」17 

 
（三） 俄羅斯亞洲司司長莫伊謝耶夫對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定義為:「兩國皆為

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對國際局勢的

穩定起很大作用。 兩國關係為新型關係，雙方領導人係從戰略的角度著

                                                 
15 人民日報，26 Apr 1996,p.1。 
16 劉德喜，「俄羅斯外交戰略的調整與中俄關係新階段」，今日東歐中亞 4(1997): 21。 
17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華語部於 1998 年 11 月 21 日採訪中共駐俄大使武韜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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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發展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相互關係。」18 

 
    總結上述，「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即兩國互不視對方為敵人，和平相處，並

在各種領域、各種問題上互相合作、協助。 戰略合作狹隘的定義為軍事武器、

科技、戰略上的合作;廣義的戰略合作係指總體的戰略合作，即在外交政策、經

濟合作及軍事科技採取合作的態度。19 故所謂「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應為兩國

基於地緣政治、經濟互利; 軍事合作及國際利益上的共同目標，在外交政策、經

濟合作及軍事科技上，採取共同協助的態度，以維護共同利益與安全。 
 
 
（二）1997 年 4 月 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20 
 

1997 年 4 月，江澤民二次回訪俄國，雙方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

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

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同時主張「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

準則應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 
 
「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內容重點有: 
 
1. 中俄明確表述雙方對當前國際關係態勢和一系列國際問題的理論共識，共同

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 確認建立和平、穩定、公

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和歷史發展的必然; 一

致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其他國際公認的法則作為處理國際關係和建

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強調每個國家有自主選擇發展導路的權力，反對謀求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原則，反對在經濟關係中的歧視政策和做法; 倡導通

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反對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解決分

歧和爭端，並認為擴大和加強軍事集團有可能加劇地區和全球的緊張情勢。 
2. 中俄明確雙方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基本宗旨和政策目標，將雙方關係定

位於「結成夥伴、睦鄰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型國

家關係」，這種「新型關係」不針對第三國; 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與合作，

維護各自的獨立權和民族尊嚴，維護各自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和正當權益; 
通過雙方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

                                                 
18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華語部於 1998 年 11 月 24 日採訪俄羅斯亞洲司司長莫伊謝耶夫之內容。 

19 薛君度，陸南泉編著，新俄羅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p.430。 
20 參閱: 附件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

（199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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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3. 中俄雙方認為應加強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作用，雙方願就聯合國工作保持經

常磋商，並視情況協調各自的行動。此外，雙方還強調發展中國家和不結盟

運動是促進世界多極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這個聲明不僅超越中

俄雙邊關係，而且是中國首次與邦交國就國際問題發表共同立場聲明，意味

中俄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已開始實際運作。 
 
 
（三）1997 年 11 月 中俄「聯合聲明」21 
 

1997 年 11 月 11 日，俄國總統葉爾欽第三度訪問北京，雙方簽署了聯合聲

明，表示中俄為建立多極世界和新的、更為完善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積極行

動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贊同，對世紀之交的國際行事產生了健康的影響; 雙方並

認為下面各點對鞏固雙邊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發展意義重大:  
1. 加強信任、彼此尊重、互不干涉內政; 
2. 兩國元首互訪、總理定期會晤、外長磋商機制有助於促進相互溝通和理解，

擴大和深化兩國在各領域的全面合作; 
3. 加強彼此在重大國際目題上的協調，使雙方能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

作與發展而共同努力。 
 
 
（四）1998 年 11 月 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22 
 

1998 年 11 月 23 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三度訪問莫斯科，雙方簽署「中

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並認為應使和平與全面協調

發展成為人鄰在新世紀應該遵循的主要原則。只有透過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和集

體創造力，才能建立國際經濟和政治新秩序，真正確保所有國家的社會穩定，公

正合理地維護各國人民的利益，而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建立既是針對雙邊關

係歷史和當前世界各國現實的深刻思考，也是基於就國際形勢發展和兩國合作前

景所達成的共識。 
 

關於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雙方就當前世紀之交的國際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

協調立場，就進一步加強雙邊合作的長期戰略前景達成共識，並認為應在下列重

要原則基礎上加強和充實雙方夥伴關係:23 

                                                 
21 參閱: 附件六、中俄聯合聲明（1997 年 11 月 10 日）。 
22 參閱: 附件七、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1998 年 11 月 23 日）。 
23 「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人民日報，24 Nov 1998,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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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關係多極化有助於建立平衡、穩定、民主、不對抗的新秩序，符合所有

國家的根本利益。 
2. 承認和尊重世界文明多元性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必要條件和客觀

要求，中俄雙方為確立這一趨勢做出自已的貢獻。 
3. 中俄支持並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進程。 
4. 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面心作用，是中俄外交戰略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5. 大國關係改善已成為國際形勢發展的重要積極因素，要創造條件使各大國擴

大現有的或建立新的軍事政治聯盟，不搞對抗或相互遏制，放棄瓜分各地區

勢力範圍的意圖。 
6. 主張繼續推進核裁軍進程，保持和鞏固限制反導彈防禦系統條約。 
7. 重申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並呼籲發達國家更積極地促進亞、非、拉各

國的進步。 
8. 對構成國際社會現實威脅的衝突闡述原則立場: 科索沃局當務之急是堅持

尋求政治解決的辦法; 觀迎南亞國家恢復政治對話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並

呼籲尚未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國家，立

即無條件地加入這兩個條約; 敦促阿富汗衝突各方面結束軍事行動，開始談

判進程並尋求政治解決現有問題的途徑。 
9. 完善現有各級別，特別是最高級別對話機制，雙方元首將充分利用「熱線電

話」和互致信函方式就重大問題交換意見; 採取共同措施，提高政府首腦定

期會晤機制的實效; 切實落實關於「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和「裁減

軍事力量」兩個協定，繼續在高層就安全保障的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磋商。24 
 
 
（五）1999 年 12 月 中俄「聯合聲明」25 
 

1999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第四度訪北京，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和

「新聞公報」，表示中俄雙方奉行的平等互信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方針，考慮

到雙方無論是在建立多極、民主和公正的國際秩序原則問題上，或者在迫切的具

體國際問題上均有相同和相近的立場，願在上述有關方面加強合作。雙方在國際

事務中的相互協作不針對第三國，旨在捍衛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並鞏固亞太地

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六）2000 年 7 月中俄「北京宣言」26 

                                                 
24 參閱: 附件七、中俄高級會晤結果聯合聲明（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1998 年 11 月 23 日）。 
25 參閱: 附件八、中俄聯合聲明（1999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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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辭職，普欽代行總統職務，2000 年 3 月，

普欽正式當選為俄羅斯總統，這標誌中國與俄羅斯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承

前改後，繼往開來」---中俄關係進入新世紀的發展關係。 
 

2000 年 7 月 17 日-19 日，俄羅斯新總統普欽正式訪問北京，他表示，他不

僅要繼承葉爾欽總統的對華政策，而且要在現有成果的基礎上，把兩國關係繼續

推向前進。普欽和江澤民充分肯定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加強兩國的友誼與合

作以及對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大意義。這次會晤還為兩國關係

成後的發展指出了方向。江澤民把這次會晤稱作為中俄關係中「承前啟後，繼往

開來」的重要會晤。會晤期間，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北京

宣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27 
 
 
（七）2001 年 6 月「上海合作組織」聯合聲明28 
 

2001 年 6 月 15 日，「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

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

立宣言」，同時並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上海

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強調，該組織的宗旨是: 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和睦

鄰友好關係; 鼓勵成員國在各國領域的合作; 共同致力於維護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建立公正、民主和合理的國際新秩序。29 

                                                                                                                                            
26 參閱: 附件九、中俄北京宣言（2000 年 7 月 18 日）。 
27 參閱: 附件十、中俄關於反導問題的聯合聲明（2000 年 7 月 18 日）。 
28 參閱: 附件十一、「上海合作組織」聯合聲明（2001 年 6 月 15 日）。 
29 「上海合作組織」是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組成的「上海五國會

議」演變而來。（一）1996 年 4 月 26 日，五國元首在上海舉行第一次會晤時，簽署了「關於邊

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 （二）1997 年 4 月 24 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會晤時，簽

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這兩次會晤和簽署的協定，表明五國決心成

為「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五國合作機制由此啟動;（三）1998 年 7 月 3 日，五國元首在哈

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舉行第三次會晤，主要探討了地區安全和經濟合作等問題，並發表「阿拉

木圖宣言」。如果說，前二次會晤是以中國為一方，俄、哈、吉、塔為另一方的話，那麼從第三

次會晤起，雙邊會晤則變成為五國間的多邊會晤;（四）1998 年 8 月 24 日-26 日，五國元首在吉

更吉斯共和國首都比什凱克舉行第四次會晤，集中討論了在打擊三股勢力: 分裂主義、極端主義

和恐怖主義方面進行合作的問題，發表了「比什凱克聲明」;（五）2000 年 7 月 5 日五國元首在

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進行第五次會晤，並發表了「杜尚別聲明」。五國表示，決心深化在政治、

外交、經貿和軍事等領域的合作。第六國烏茲別克斯坦則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了這次會議。至此，

在上海五國的框架內先後建立了五國執行與安全、國防、外交等部門領導人的會晤機制;（六）

2001 年 9 月 13 日-14 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總理在阿拉木圖舉行第六次定期會晤，就

區域經濟合作以及啟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等問題，達成廣泛共識。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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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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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1 年 7 月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30 
 

2001 年 7 月 15 日-18 日，江澤民訪問俄羅斯，中俄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條約共二十五條，有效期限為二十年。

這是中俄兩國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標誌雙方關係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條約總結了兩國關係發展的歷經驗，概括了兩國關係的原則、精神和取得成果，

將兩國和兩國人民「世代交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

這是指導新世紀中俄關係歷史發展的綱領性文件。31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內涵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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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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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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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中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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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參閱: 附件十二、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01 年 7 月 16 日）。 
31 「共創中俄關係的美好未來」，人民日報，18 Jul 2001,p.1。 
32 「中俄關係史上的里程碑---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內涵和意義」，人民日報，18 Jul 2001,p.7。 
33 「三股勢力」即:（一）國際恐怖主義;（二）領土分裂主義;（三）宗教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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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是發展中俄關係的重要原則。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靠下列四項機制來實際運作:34 
 
（一）中俄兩國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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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分別於雙方首都各會晤一次; 
（三）雙方外交部長隨時會晤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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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重大問題隨時磋商協調立場。35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進展迅速，均已超越雙方與其他國家的交往，這種

「新型的」國家關係是中俄兩國人民為發展二十一世紀兩國關係作出的戰略關係

所做出的最佳選擇，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集中體現在四

個層面:（一）「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在中俄關係全面、逐步發展的基礎上建立

的;（二）「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體現了中俄兩國戰略利益的趨同;（三）「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是以一系列「新型的」國家關係準則作為指導原則，這種夥伴關係

是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為準則，並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的基礎上:（四）「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有一系列調解矛

盾和衝突的機制作為保障，其主要表現在「政治合作」機制、「經貿合作」機、「軍

事安全合作」機制，以及「外交戰略」、國際問題磋商機制等合作面向。36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與五○年代原蘇聯時期的「軍事同盟」關係有所

不同，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並強調是一種「平等信任、睦鄰友好」、「不

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關係，但同時亦強調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並就國際問題發表共同立場聲明，主張世界多極化、反對世界單極化，防止超級

大國操縱和主導國際安全。37眾所皆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所謂「霸權」

和「超級大國」，當然矛頭是指向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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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防制美國專斷獨行，使美國不能憑恃自身在全球

戰略佈局的優勢，利用「北約」和「美日安保」控制歐亞兩線確立全球霸權主義

地位的戰略目標。 
 
 

                                                 
34 鄭羽，「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的前景」，國際經濟評論 9（1999）: 50-51。  
35 參閱: 表 4-2、「中俄元首熱線之建立與發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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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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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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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紀要」 

（1989 年-2001 年） 

 

時間 主要內容 

1989 年 5 月 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並會晤中

共領導人鄧小平，鄧小平以「結束過去，開闢未來」作

為中蘇（俄）關係發展之註腳。 
1990 年 4 月 中國總理李鵬訪問莫斯科，雙方簽署了「兩國政府關於

在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和加強信任的指導原

則協定」、「關於兩國經濟、科學技術長期合作綱要」等

六個官方文件，使雙方在政治、經濟、科技方面的合作

進一步具體化。 
1991 年 5 月 中國總書記江澤民訪問莫斯科，雙方重申將在「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睦鄰友好關係。 
1991 年 12 月 27 日 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宣布中國承認俄羅斯與其他獨立共

和國。同時，中國派遣對外經貿部長李嵐清訪俄，中俄

雙方在莫斯科簽署「中俄兩國會談紀要」，中俄兩國正式

建立外交關係。 
1992 年 1 月 中國總理李鵬在紐約會見俄羅斯總統葉爾欽，這是蘇聯

解體後，中俄高層首次會晤。 
1992 月 12 月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首次亞洲之行及選擇訪問中共，雙方

簽署二十四項文件，確定兩國相互視為「友好國家」關

係。 
1994 年 9 月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俄，簽訂「中俄聯合宣言」、「中

俄西部邊界協定」和「不把戰略導彈瞄準對方聯合聲

明」，兩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 
1996 年 4 月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再度訪問中國，雙方簽署「建立戰略

協作夥伴關係宣言」，並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

國在上海簽署加強「邊境地區軍事信任協定」。 
1997 年 4 月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再度訪問俄羅斯，雙方簽署「中俄

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並與哈薩

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國共同簽署「關於邊境地區相

互裁軍事力量協定」。 
1997 年 11 月 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再次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訂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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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聯合聲明」。 
1998 年 11 月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再度回訪俄羅斯，雙方簽署第六個

「中俄聯合聲明」，並發表「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關

於中俄邊界問題」和「聯合新聞公報」，俄國並且在「台

灣問題」上首次明確承諾「四不」政策。 
1999 年 2 月 中國總理朱鎔基訪俄，為兩國總理自一九九六年雙方總

理及定期會晤之第四次會晤。 
2000 年 7 月 俄羅斯總統普欽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北京宣言」，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反導彈飛彈問題的聯合聲明」。

2000 年 9 月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訪問莫斯科，在此期間

李鵬會晤俄羅斯總統普欽和總理卡西亞諾夫，雙方會談

期間透露中俄將於明年簽署「睦鄰友好條約」。 
2000 年 11 月 俄羅斯總理卡西亞諾夫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國總理朱

鎔基共同簽署「第五次總理定期會晤聯合公報」。 
2001 年 6 月 中國與俄羅斯、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哈薩克

等六國在上海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六國元首在此成立

大會期間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打擊恐怖

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之上海公約」。 
2001 年 7 月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莫斯科，並與俄羅斯總統普欽

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並於會後發表一份中俄

「聯合聲明」，該聲明指出:「中俄兩國的友好關係，是建

立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基礎上的新型國家

關係」。 
 
 
《資料來源: 林宗達，「中俄關係之改善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助力分析」，共黨問

題研究 27,8（2001）: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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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中俄元首熱線之建立與發展」 

 
時間 中俄元首熱線內容 

1998/5/5 開通熱線。 
1999/5/10 討論科索沃局勢與聲援中共在大使館被炸事件上的立場。 
1999/6/8 討論科索沃局勢與中俄在國際事務中的協作。 
1999/8/23 協調中俄在五國高峰會前的立場，台灣問題與車臣問題。 
2000/1/3 感謝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對中俄關係的貢獻，盼俄國代總統普欽

能繼續發展中俄關係。 
2000/3/27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首度和俄羅斯新任總統普欽熱線，期盼雙

方互相支持彼此在「台灣問題」和「車臣問題」上的立場，發

展中俄關係。 
2001/6/18 俄羅斯總統普欽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通報 6 月 16 日他與美國

總統布希在斯洛伐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會晤情形。中俄雙方並

重申「反導條約」是國際安全基石的原則與立場及「上海合作

組織」的成立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 
2001/7/26 俄羅斯總統普欽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通報八個集團熱那亞領

袖會議，以及美俄雙方就全球戰略穩定問題進行會談的有關情

況。 
2001/8/17 中俄兩國領導人就進一步加強中俄友好合作關係和共同關心的

國際問題交換意見。 
2001/11/19 俄羅斯總統普欽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通報他日前訪問美國的

情況。中俄雙方就中俄關係和當前重大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關

於阿富汗問題上，中俄支持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建立阿富汗臨時

政府構想決議。並就當月底將在北京舉行的中俄反恐工作組第

一次會議對加強兩國戰略協作具有重要意義。 
2001/12/13 俄羅斯總統普欽和美國總統布希分別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提

報介紹關於「反導彈導彈條約」問題的最近事態發展。江澤民

向普欽和布希闡述中國在此問題上的立場，強調在當前形勢

下，維護國際軍控和裁軍體系十分重要，中國願與世界各國一

起繼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努力。 
 
《資料來源: 魯維廉，中共「新安全觀」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台北: 國

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p.91; 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年報（台

北: 遠景基金會，2003）,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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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濟合作面向 
 
 
一、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概況 
二、俄羅斯對外經濟政策 
三、中、俄經貿合作概況 
四、中俄「聯合聲明」中的經濟合作面向內容: 
五、中俄經濟合作面向之特點 
 
 

一、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概況 

 
蘇聯解體後，俄國成為新興獨立國家，並繼承蘇聯一切國際義務與權利。俄

國政府於 1992 年開始實施「震撼療法」的經濟改革，以「價格自由化」為改始，

推動「私有化政策」和朝向建立「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邁進。但是在經濟過度時

期，俄羅斯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其國內總產值幾乎減少四成，一直到 1997 年

才略為起色。但 1998 年 8 月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度使俄羅斯陷入負成長。2000
年，在俄國總統普欽政府執政下，俄羅斯展開新階段的經濟改革，準備進行經濟

結構的改造及其他經濟部門的新方案，其中包括金融制度改革等計劃。 
 
 

二、俄羅斯對外經濟政策 

 
對外經濟政策是俄羅斯全球政策方針的組成部分，在目前俄羅斯對外活動的

重點仍在動員國際對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支持，解決俄羅斯的「外債問題」，支持

俄羅斯的企業家，落實「軍轉民用」問題等。俄羅斯對外經濟政策主要期使俄國

經濟與國際經濟相結合，其任務首先恢復並發展出口潛力，提高俄國商品在國際

市場的競爭力，形成合理的進出口結構，吸收外國投資，保障俄國經濟安全。38 
 

自蘇聯解體，俄羅斯面對新的對外形勢，作為歐亞大國，俄羅斯必須同時面

對西方和東方，如同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齊塔連科（M. L. Titarenko）所

言，俄國需要的不是「門羅主義」、或「新孤立政策」，藉以保障其國家安全，而

                                                 
38 畢英賢主編，俄羅斯（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5）,pp.16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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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向合作與共同發展的開放政策。明顯的，俄羅斯對亞太地區的兩大政策:（一）

就是保障其領土完整與安全（意即西伯利亞與俄屬遠東）;（二）參與亞太的經

濟活動。在與個別國家的關係中，與中國的關係當然是最重要方向之一，因為直

接涉及俄國領土安全和對外經濟活動。39 
 
 

三、中、俄經貿合作概況40 

 
俄羅斯代替了前蘇聯作為對中國貿易的主體，中俄關係的發展突出，表現在

經貿面向合作領域。1992 年 3 月中俄雙方在北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

羅斯聯邦政府貿易協定」，根據該協定，雙方保證向對方提供「最惠國待遇」，中

俄各設雙邊經貿科技合作委員會，在機器製造業、核子工業、核能電廠、農業機

械等方面，存在相當發展的空間。41同年 8 月中俄政府間經貿和科技合作委員會

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會議，就擴大兩國經貿和科技合作領域，完善合作的方式方

法，促進中俄地方和邊境貿易，其中包括在邊境地區建立經濟技術合作區等達成

一系列具體協議。此後，中俄政府間經貿合作和科技合作委員會每一年半舉行一

次。42 
 

現今中俄兩國已經簽訂了數十個政府間、部門間合作的協定、協議、議定書

和其他文件，而其涵蓋範圍則包括雙方在工業、農業、交通、林業、漁業、資訊、

能源要航太、稅務、海關、環保等廣闊領域的合作。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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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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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王承宗，「俄羅斯與兩岸的經貿關係」，問題與研究 41,2（2002）: 17。 
40 參閱: 表 4-3、「中俄進、出口貿易額圖表統計表」（1991---2003 年 1-6 月）。 
41 龍舒甲，「獨立國協國家與中共之經貿與軍事科技關係---兼論邊界問題談判」，東亞季刊 24,4
（1993）: 15。 
42 曉光，「中俄關係的建立、發展與走向」，東亞季刋 29,1（1998）: 83-85。 
43 林宗達，「中俄關係之改善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助力分析」，共黨問題研究 27,8（2001）: 62。 
44 丁永康，「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構國際新秩序分析」，問題與研究 38,6（1999）: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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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就純經濟觀點而論，近來中共與俄羅斯發展經濟貿易活動的加強，乃是由

於兩國地理上連成一片，交通便利和兩國在經濟的互補性很強，因此中俄之間的

經貿活動，對兩國的經濟成長和發展都是相當有利的。事實上，這種經濟的互補

關係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重要基礎，亦具有強烈的政治指標作用。中俄兩

國各部門和社會各階層極為頻繁的互訪，實為戰略協作關係，奠定了廣泛的政治

基礎和社會基礎。45 
 
 

四、中俄「聯合聲明」中的經濟合作面向內容重點: 

 
（一）1992 年 12 月 中俄「聯合聲明」46 
 

1992 年 12 月 中俄「聯合聲明」中表明:「雙方應為國家間協定和議定書範

圍內的貿易聯繫，包括邊境地區在內的聲區以及企業、組織及企業家之間的直接

聯繫基礎上的貿易聯繫創造有利條件」、「雙方將鼓勵新的經濟合作形式，尤其是

在投資和興辦合資企業領域的合作，並為其創造良好條件」、「雙方將加強科技領

域的合作」。這是中俄雙方領導人在聲明中表示的經貿發展方向，包括為雙邊貿

易創造有利條件，發展新的經濟合作形式，包括投資和科技合作。 
 
（二）1994 年 9 月 中俄「聯合聲明」47 
 

1994 年 9 月，中俄「聯合聲明」中表示，「逐步實現向符合國際規範的經濟

關係形式的過渡，優先考慮發展法律、財政信貸、交通和信息方面的合作」、 
「探討經貿合作有前景的新領域、制定和實施長期科技合作計畫」、「增加重大項

目合作比重」、「完善對外經濟立法，實現商業活動規範化」、「發展地區之間的合

作」。這是進一步指出合作重點，事實上是對雙方經貿缺失提出工作方向。 
 
（三）1996 年 4 月 中俄「聯合聲明」48 
 

1996 年 4 月，中俄「聯合聲明」強調，「雙方將在平等互利、符合國際慣例

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以現匯貿易為主、多種形式並舉的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兩

                                                 
45 鄭羽，「中俄關係: 不斷增加交往的戰略協作關係」，翁杰明、張西明等主編，中國最新國情大
透視（香港:明報，1997）,p.477。 
46 參閱: 附件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1992 年 12 月 18
日)。  
47 參閱: 附件三、中俄聯合聲明 (1994 年 9 月 3 日)。 
48 參閱: 附件四、中俄聯合聲明（1996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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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將為信譽良好和實力強大的、中型企業和公司，開展相互合作創造有利條

件，提供必要的支持」、「雙方將注重生產和科技領域重大項目的合作」。這個階

最說明雙方將以現匯貿易為主，不再使用易貨貿易方式，同時支持大、中型企業

之間的直接合作。 
 
（四）1997 年 11 月 中俄「聯合聲明」49 
 

1997 年 11 月，中俄「聯合聲明」中表示，「謀求實現進出口平衡，加強六

大領域合作，包括一些大型合作項目、高新科技合作和發展軍技關係」。 
 
（五）2000 年 7 月 中俄「北京宣言」50 
 

2000 年 7 月，中俄「北京宣言」中表示，「進一步全面綜合發展經貿、科技

和軍技領域的合作」、「將探討俄羅斯參與中國西部大開發的可能性，包括開發石

油天然氣田和鋪設天然氣管道」。 
 
（六）2001 年 7 月 中俄「聯合聲明」51 
 

2001 年 7 月，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中強調，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

約的宗旨，包括切實落實在經貿及科技領域達成協議，以不斷充實中俄平等信任

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物質基礎。聲明上說「為提高經貿和科技領域的合作水

平，雙方將積極推動公下領域的合作: 油氣、高科技領域的大型合作項目: 俄企

業參與中國西部開發; 核能、電力和參源機械制造、電信、信息產業、提供和聯

合生產民用飛機、船舶製造領域; 和平開發宇宙空間; 中國大型企業參與對俄羅

斯森林資源開發，交通基礎設施、生產合作等領域的投資; 環保領域等。」 
 
 

從上述中俄雙方領導人所簽署的「聯合聲明」文件，可以瞭解雙邊經貿關係

的缺失和發展方向。當然若按照既定合作方向發展雙方仍可取得相對的進步，特

別是在科技合作與能源開發方面。在中俄經濟合作面向之實務方面，中國的官員

提出一系列的批評與建議如下: 
 
(一)推進中俄經貿合作重心東移，將俄國市場擺在烏拉山以東區域; 
(二)在俄國東部大城市設立中方獨立經營的貿易綜合體，採取直銷、自銷的方

                                                 
49 參閱: 附件六、中俄聯合聲明（1997 年 11 月 10 日）。 
50 參閱: 附件九、中俄北京宣言（2000 年 7 月 18 日）。 
51 參閱: 附件十三、中俄元首聯合聲明（200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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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三)闢建跨國自由經濟區; 
(四)積極參與俄國資源開發和經濟結構調整; 
(五)實現對俄勞務向大規模、寬領域、長期合作發展; 
(六)加強科技合作，積極引進俄國智力資源，辦好中俄高科技園區，發展多層

次、全方位科技合作; 
(七)推進大型項目合作以及其他建議。 
 
 

五、中俄經濟合作面向之特點 

 
中、蘇四十餘年經貿往來的歷史，在發展的過程點中有許多特點對以後中、

俄經貿關係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限制與影響，其主要影響可歸納要點如下:52 
 
(一)中、蘇經貿關係是直接受到兩國政治關係的制約，這樣子的觀念仍影響到

俄羅斯在獨立初期時的思考模式。 
(二)中、蘇經貿關係是遵循著「指令性計畫」來進行的，關於這項特點，中、

俄雙方在以後的交往當中改以「政策宣示」的形式來取代。 
(三)中、蘇雖然在經濟上互補特性很強，但是雙方的出口結構過於單一不能適

應兩國國內與國際市場上的變化。這樣子的問題也延續到了後來的中、俄

貿易產業結構失衡的情況，雙方並未能真正落實發揮在經濟上的互補特

性。53 
(四)中蘇經貿關係曾經有二十多年的停滯期，這使得雙方在發展經貿關係上所

需的軟、硬體配套措施都不能讓兩國適應新的形勢，這也造成後來中、俄

經貿往來中曾經發生失序的情形。 
 
 
綜合上述中俄「聯合聲明」整理，中俄經濟合作面向有下列特點: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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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楊銘源，俄羅斯內外在環境因素對俄中貿易之影響（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0）,p.131。 
53 參閱: 表 4-4、「中國與俄羅斯主要國內進、出口產業結構」。 
54 人民日報，14 Nov 199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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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經濟面向合作發展並非一路順利，同時也有障礙存在。中俄貿易的發展

受到兩國改革目標和改革速度的影響，而雙方在這方面存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兩

國經濟貿易合作方式取向、交通不便、市場需求、勞力分配，以及金融聯繫失序

等因素，說明雙方貿易不能令人滿理由。 
 

中國大陸的俄國專家，便從主觀和客觀兩個因素來說明中俄發展經貿關係的

障礙所在，在主觀因素方面:（一）政策錯誤和管理落後導致經濟和貿易秩序混

亂，並且無法創告一個正常良好的市場交易環境;（二）兩國政府皆沒有盡全力

來創造基礎條件和促進經貿合作。在客觀因素方面:（一）雙方的企業有其先天

性的缺點，妨礙了經濟合作的正常發展，中俄兩國的企業過去都受到「計劃經濟」

的控制，有所權不清，並且缺乏管理和決策的權力。這些年來，兩國雖進行經濟

改革，但與西方國家比較，中俄兩國企業的自主權和管理效率仍然不夠;（二）

中俄兩國皆缺乏資金，經濟力量有限，企業擁有的資本累積不足，故對外投資能

力受到限制;（三）兩國工業的互補性受到國外和國內市場的限制。55 
 
 
 
 
 
 
 
 
 
 
 
 
 
 
 
 
 
 
 

                                                 
55 Wang Liju,“New Starting-point, New Challenges---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10（July 2000）: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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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中俄進、出口貿易額統計表」（1991---2003 年 1-6 月） 

 
（單位: 萬美元） 

 中對俄出口 中自俄進口 中俄雙邊貿易額 中對俄貿易逆差

1991 年 182,338 208,087  390,425   -25,749 
1992 年 233,632 352,608  586,240  -118,975 
1993 年 269,175 498,090  767,266  -228,915 
1994 年 158,079 349,520  507,599  -191,441 
1995 年 166,468 379,864  546,332  -213,396 
1996 年 169,276  515,336  684,612  -346,059 
1997 年 203,283 408,612  611,895  -205,328 
1998 年 184,037 364,086  548,123  -180,049 
1999 年 149,749 422,257  572,006  -272,508 
2000 年 223,327 576,989  800,316  -353,662 
2001 年 271,000 796,000 1067,000  -575,000 
2002 年 352,000 841,000 1199,000 -489,000 
2003 年 
1-6 月 

210.000 470,000 681,000 -260,000 

 
 
《資料來源: 王承宗，「俄羅斯與兩岸的經貿關係」，問題與研究 41,2（2002）: 5 ; 
「2000/2001 年 世界知識年鑑」（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654 ;兩岸經濟

統計月報（台北: 台灣經濟研究院編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印行，200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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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中國與俄羅斯主要國內進、出口產業結構」 

 

俄羅斯 中國 

1 燃料能源產業 以石油、天然氣為主的能源

出口產品，是近二十年來俄

羅斯最大宗的出口產品。 

1 燃料能源產業 主要為石油與煤炭為主要

的能源出口產品。 

2 有色金屬產業 有色金屬冶煉的半成品為主

要的出口產品，包括銅、鋁、

鎳、鉛與貴重金屬的產品。

2 機電產業 主要為機械電子產業。 

3 機器製造產業 主要為電力設備、冶金設

備、船用設備、運輸工具以

及農業機械。 

3 業礦產品產業 主要為農礦初級產品，以

及糧食、食用油、茶葉與

果蔬。 

4 化學產業 主要有氦肥、燐肥、鉀肥與

蘇打等。其中氦肥更是佔中

國 從 俄 羅 斯 進 口 總 額 的

30%。 

4 紡織產品產業 從九○年代開始，紡織品

一直是中國主要換匯的出

口產品。 

5 林業與木材 

加工產業 

每年出口原木 200 萬立方公

尺; 出口鋸材原木 900 萬立

方公尺。 

  

6 建築材料產業 主要為鋼鐵、水泥與玻璃製

品工業。 

  

7 民生產業 主要以紡織工業為主，包括

棉紡、毛紡與亞麻紡業。 

  

8 食品工業 主要為肉食加工業、奶製品

與海產品加工業。 

  

 
 
《資料來源: 薛君度、陸南泉主編，中俄經貿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pp.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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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軍事合作面向 
 
 
一、中俄軍事合作之雙方立場考量 
（一）中國立場考量 
（二）俄羅斯立場考量 
二、中俄軍事合作面向之內涵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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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合作是國家與國家間關係密切的象徵，國家間軍事合作的項目相當多，

舉凡聯合軍事演習、軍事情報之蒐集與分享、武器研發與生產之合作、軍事人員

交流互訪、代為訓練軍事人員、信心建立措施之建立均可視之，當然最形式的軍

事合作關係應是軍事同盟的建立。武器轉移並不必然是一種軍事合作關係，因其

可能是一種純商業行為。然而，誠如學者皮耶（Andrew J. Pierre）所言:「武器銷

售顯然就是外交政策。」56由於武器轉移所具有之政治意涵使其成為一種特殊的

貿易行為。銷售武器可為銷售國創造影響力和籌碼，來影響購買國之內政與外交

政策，就可視為對購買國政治支持的表徵。 
 

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國力日衰，國際地位大不如前。俄羅斯聯合中國

互為奧援，對於俄羅斯提昇國際地位的努力，不失為一項最佳的選擇。此外，近

年來俄羅斯力求在經濟上有所作為，把中國視為主要的軍火銷售對象，而 2001
年 7 月，中俄睦鄰友好條約之簽訂，無疑將有助於增進雙方的軍火交易。中俄雙

方軍事人員頻頻互訪，幾乎每次會晤皆論及軍事合作事項，近者如 1996 年 6 月，

中國軍委會副主席張萬年訪俄時雙方重申，要擴大在軍事科技領域內的交流合

作。572000 年初，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俄時，簽署了「關於進一步加強軍事領

域合作和相互諒解備忘錄」，確定未來軍事合作的具體方面。有關該項備忘錄的

軍事合作內容包括，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在國際新格局中，面對北約東進，歐美

越過聯合國侵擊南斯拉夫、測試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策劃戰區飛彈防禦

                                                 
56 Andrew J. Pierr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rms Sales（Princeton,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  
57「中俄加強戰略協作」，歐亞研究通訊 2, 3（Mar 2000）, 
http://www.eurasian.org.tw/monthly/2000/2000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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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TMD），以及美日安保條約多邊化等國際問題，中俄不僅立場相同，而且

相互軍事合作聲援，軍售有增無減。1992 年以來，莫斯科售與北京的軍備，從

先進戰機、空防系統、潛水艇、乃至「現代」級驅逐艦等，軍事武器裝備交易細

目可謂洋洋大觀，源源不絕。 
 
 

一、中俄軍事合作之雙方立場考量 

 
九○年代初期中俄政治關係已經「正常化」，意識形態不再是雙方關係中的

負面因素，雙方的敵對意識已逐漸消失，軍事上的相互威脅也隨之降低。中國正

進行「質量建軍」，俄羅斯則大量裁軍，因此雙方在軍備上形成了明顯的軍事合

作互補形勢。易言之，俄羅斯需要出售大量軍備以彌補國內財政赤字; 中國則需

要採購先進軍備與技術以使其國防「軍事現代化」。 
 

（一）中國立場考量 

 
冷戰後時期的中俄軍事合作面向相當密切，中國積極推動與俄羅斯的軍事合

作關係，其立場考量有二方面:58 
 
1. 地緣戰略的考量，中國認為在東北亞國際關係結構中，自身系處於被包圍的

態勢，為防止俄羅斯因親西方而對中國敵視，乃希望藉由進一步強化雙邊關

係，來扭轉俄羅斯的外交取向，並圖藉此「聯俄牽美」，兼抵消日本在東北

亞區域的影響力，因此，中國對俄羅斯採取現實主義的「睦鄰友好」政策。 
 
2. 實現「軍事現代化」政策的目標，俄羅斯同意向中國出售大量先進武器，這

此武器包括蘇愷二十七、蘇愷三十，基洛級潛艇，現代級驅逐艦及 S-300 地

對空飛彈等武器軍備，這些武器對提升中國的國防軍事實力有相當大的助

益。 
 

為何中國願意向俄國購買如此大量的武器，最主要的原因，係因為這種交易

行為，能夠符合中國向外購買武器的四大基本原則:59 
 
1. 必須適應未來的高科技戰爭。 

                                                 
58 林麗香，「後冷戰時期中俄美軍事合作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 26,4（2000）: 80。 
59 譚溯澄，「冷戰後中共與俄羅斯軍事合作關係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 1998（台北: 國立政治

大學外交系，199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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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乎過去一般武器系統之持續。 
3. 儘量購買藍圖，培養自製能力。 
4. 足夠有助於中共成為世界強權之形象。 
 

（二）俄羅斯立場考量 

 
以俄羅斯立場考量而言，對中國採取軍售的原因有二點: 
 
1. 基於對「地緣政治」的認知，俄羅斯自覺應加強發展對中國的合作關係，以

穩定國內政局及確保周邊安全環境，並藉由中俄聯盟來反制「北約東擴」和

「美日安保」，以表達對美國的不滿及疑懼。 
 
2. 國內經濟問題的考量，由於共產經濟制度的統籌計劃分配及高度分工，使前

蘇聯各共和國之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高，在蘇聯瓦解後，各共和國間的聯繫

產生斷絕情形，使得俄羅斯的工業及農業產能急速下降，失業人口驟增，為

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目前俄羅斯政府除了從事經濟改革政策外，並極力推

銷其國防武器，卻藉由外銷國防武器，來賺取外匯及創造人口就業機會。 
 
俄羅斯為何肯賣主戰兵裝給中國? 
 

隨著前蘇聯的瓦解，蘇維埃體制改由鬆散的獨立國協維持它的尊榮，但卻無

法延續它的霸業。俄羅斯在國家生存的壓力下也不得不將先進的軍火外銷，購取

外匯求存。俄羅斯積極地拓展軍火外銷，販售先進兵裝予中國，並不完全是單純

的賺錢商業行為，它牽涉到極為複雜的內政、經濟與國際因素:60 
 
1. 冷戰後時期俄羅斯武器對外銷售銳減。 
2. 藉軍火外銷提振俄羅斯科技競爭力。 
3. 靠軍火外銷挽救經濟危機。 
4. 以軍火外銷營造戰略依托與安全環境。 
 
 

二、中俄軍事合作面向之內涵與意義 
                                                 
60 冷戰後時期俄羅斯武器對外銷售銳減原因有三:（一）開發中國家因俄羅斯和前蘇聯經濟惡化，

無法以賒帳或低價採購俄制武器;（二）聯合國對伊拉克、南斯拉夫和利比亞實施武器禁運，減

少了其武器出口;（三）華沙公約解體，急據影響俄羅斯交運給東歐國家的武器，進而全面停止

運送。參閱: 韓默，「中俄強化軍事合作及影響」，共黨問題研究 26,3（2000）: 4; 林經緯，「俄

羅斯傳統武器銷售政策的研究」，共黨問題研究 22,3（1996）: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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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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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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防科技合作 
 

中共政權自建政以來，在國防科技研發方面，雖然強調獨立自主的路線，但

其武器裝備的發展仍克服不了瓶頸，因而對外國技術，尤其是蘇聯技術始終存有

高度的依賴性。但以槍桿子起家的中共政權，深知軍事武力是維持國家地位和政

權穩定的最佳保證，故鄧小平一再強調的「要走自己的路」，反映在國防建設上，

就是一切根據中國國情加以取捨，要認識和掌握新時期國防建設的規律，把馬克

斯主義和具體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現代化發展道路。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和 1999 年的「科索沃戰爭」給予中國刻骨銘心的

印象，也使中國感受到高技術的優勢與威力。中國深知在冷戰後時期，軍事力量

的強弱，不僅是人員素質和武器質量的高低差異，而且將是人員、武器、科技、

機制等的綜合軍事力量的對比。 
 

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必須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發展。從歷史、

經濟負擔能力及地綠政治角度觀之，俄羅斯可說是中共的最佳選擇，它有最龐大

的軍工生產體系，並已培養近萬名的軍事科技專家和武器製造的專門人才，況且

中國一向採用俄製武器，因而選擇俄國顯然比其他國家有利，是實現國防「現代

化」的最佳捷徑。中俄在雙方領導人多次互訪後，雙方軍事關係有擴大的趨勢，

而根據「加強雙邊關係的基本原則議定書」的精神，雙方軍事產業將在「軍轉民

用」技術交流，以及尖端軍事科技轉移方面進一步加強雙向交流和合作關係。62 
 

                                                 
61 中共「軍事外交」的作用有五點:（一）維護周邊環境的和平和安定;（二）促進軍事政治情勢、

軍事經濟形勢，以及軍事戰略形勢等朝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改善中共的國際環境;（三）加

強與外國的軍事交流、同友好國家建立相對穩定的關係，發展與擴大對中共有力的軍事關係;（四）

加強對國際軍事形勢與武裝力量的了解，有利於正確判斷軍事情勢，為制定國防政策和對外政策

提供可靠的依據;（五）宣傳和闡明中共在重大軍事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主張，維護國家尊嚴

和利益，提高本身在國際上的地位。參閱: 謝昌生，「江澤民時期中共軍事外交戰略之研析」，共
黨問題研究 25,7（1999）: 15。 
62 王定士，「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下的亞太安全---中華民國應有之作為」，遠景 1,4（2000）: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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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備交易 
 

冷戰後時期中國與俄羅斯在軍事上的合作交流，是後共軍事蛻變的主要力

量。而這股力量的進行與持續，正為人民解放軍未來軍事現代獲得前所未有的技

術提昇，這一個關係進行的良窳與否，基本上，亦絕大部分決定了這個中共跨世

紀的軍事改造工程的優劣與否。中俄關係的改善和俄羅斯對外大量出售軍事武

器，使俄羅斯成為對亞太地區的武器擴散最具影響力的國家，未來若是地區性的

武器競賽升高，則俄羅斯的軍火生產技術和貯存之武器，無疑將是軍火市場的最

大來源。而向俄國軍購先進武器裝備和技術，實是當今中國軍事現代化之最大的

外在助力。 
 

中國獲得俄製軍備，可概分為洽購、合製及仿造三種管道，這其中仍是以洽

購（軍售方式）為主流，中國向俄羅斯購買軍備武器，可分類為陸軍; 海軍; 空

軍，等主戰裝備:63 
 
1. 陸軍主戰裝備: 其中軍售清單包括: 中型主戰坦克、傘兵戰鬥車、反坦克火

箭筒、地空道彈系統、彈道導彈機動發射車及沙林化學戰劑; 授權合作產製

的軍品有激光末制導加榴砲; 逕行仿造的裝備有 85-III 式中型主戰坦克（仿

俄 T-72M1），前衛 2 型便攜式地空導彈（仿俄 SA-16）; 東風 11 型近程地對

地彈導彈（仿俄 SS-3），及激光末制導火箭（仿俄 320 毫米彈）。 
 
2. 海軍主戰裝備: 其中軍售清單包括: K 級常規潛艇、現代級導彈驅逐艦、遠

洋綜合補給艦、艦對艦導彈、艦對空導彈、各型艦砲、魚雷、深彈、艦用汽

機及艦載核反應器等。 
 
3. 空軍主戰裝備: 其中軍售清單包括: 蘇愷 27 系列殲擊機、蘇愷 30 殲轟機、

轟炸機、運輸機、民航機、空警機、直升機、空對空導彈、空對地導彈、機

載雷達及發動機; 授權合作產製的軍品則有: 殲 11 型殲擊機（Su-27SMK）、

鷹擊 9 號空射反雷達導彈（Kh-31P）、渦扇 16 型噴射發動機（RD-33）及飛

機複合材料（I-42）; 仿造的裝備有運-7H 小型傘降機（An-26）。  
 

當前，俄國出售龐大的軍事武器裝備給中國，和協助其發展先進戰機和諸多

武器系統，對於中國軍事力量和國防工業能力之提昇，實非往日所能比擬。已經

影響了包括日本、美國遠東駐軍在內的亞太地區軍事均衡。 
 
 

                                                 
63 參閱: 表 4-5、「冷戰後時期中國向俄羅斯購買武器系統一覽表」（1991-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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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事人員交流 
 

任何形式的軍事人員交流，首重決策階層的高層互訪，其次才由工作階層推

行交流所指定之互惠事項。俄羅斯與中國間軍事相關的交流重要項目，依其急迫

性依序為（1）邊界協議撤軍;（2）軍售軍購協定;（3）軍事合作商議;（4）軍事

人員受訓互訪;（5）軍事學術交流。1993 年中俄簽署兩國國防合作協議，確立了

雙方國防部長定期會晤機制，因而自此之後，雙邊軍事官員互訪尋交流漸趨頻繁。 
 

2000 年 1 月 16 日，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在莫斯科會見俄羅斯代總統

普京，這是普欽首次以總統身分接見外軍高級將領，突顯了普欽在選前對共軍軍

事代表團的重視。64隨後，遲浩田會見俄羅斯副總理卡西亞諾夫，協談軍購細則。

此一輪中俄雙方的軍事交流，至少涵蓋以下七項業務: （1）擴大軍售軍購範圍;
（2）軍事技術合作層級提升;（3）軍事情報互通;（4）邊境軍事部署透明化;（5）

協訓俄裝操作人員;（6）代訓中方太空人;（7）俄中共同攜手發展研製針對性的

橫跨歐亞大陸之跟洲飛彈防禦網。這次訪問，中俄雙方簽署了「關於進一步加強

軍事領域合作和相互諒解備忘錄」。 
 

中俄雙方在跨世紀後，決定增強軍事交流的力度，從過去雙方軍事代表團互

訪的頻率，平均每年有 10 個團，跨世紀後將逐年增加至 15-20 個團。跨世紀後

俄羅斯應允中國每年可增派共軍出國赴俄受訓員額至 800 人，至於中共科技專家

學者每年赴俄羅斯受訓、見學、研習考察，均在 300-400 人上下。 
 
 
（四）軍事互信措施和聯合演習 
 

冷戰結束後，基於國際政治對抗局勢的緩和，與國際經貿交流日益熱絡，中

俄兩國都認知到「信心建立措施」（CBMs: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65已經

成為雙方防止戰爭和避免危機升高的基本手段; 加上經濟因素在國際上的重要

性日益增加，使得國際間的經濟互賴程度亦隨之增強; 又基於中俄雙方都集中力

量發展經濟，並對西方倍感威脅，所以都力求一個和平的國際安全環境以避免戰

爭發生。 
 

就中俄關係而言，自 1991 年 12 月中國與俄羅斯建交後，雙方對於邊界問題、

核武問題、經貿問題等，就已經積極地在尋求彼此的信任與和解，所以雙方的「信

心建立措施」因此有了制度化的的成果，包括: 雙方熱線、首長定期會晤、和平

                                                 
64 「中俄加強戰略協作」，歐亞研究通訊 3,3（2000）: 3-4。 
65 參閱: 表 4-6、「信心建立措施」（CB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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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爭端以及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等。總之，中國與俄羅斯雙方在現實主義的

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基礎上，雙方對「信心建立措施」逐漸能予以正面看待並且給

予高度的期許。66 
 
中俄信心建立措施之發展，具有幾項特點:67 
 
1. 強調政策性宣示，而具體的實質措施及其時期表則付之闕如: 如「五國關於

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互信的協定」和「邊境地區互相裁減軍事力量協定」

不是五國整個軍事之間的信任協定，而是只適用於五國邊境地區的雙方軍事

力量和邊防部隊，其目的無非是排除區域內瀰漫的「中國威脅論」的恐懼。 
2. 以志願為基礎的小範圍運用: 因應亞太地區環境和國情的不同，因而「信心

建立措施」必須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透過各國磋商而議定確實可行的步

驟。雙邊協議應予優先，而多邊協議可小範圍的實施，且若有需要，可以由

此逐步發展出更大規模範圍的信心建立措施。 
3. 以綜合性的信心建立措施為主: 信心建立措施應包含軍事與非軍事的措

施，且以建立軍事領域互信為基本，但更重要的是非軍事性的信心立措施，

因後者對於區域安全和發展的助益更大。 
4. 信心建立措施為一漸變過程: 其內涵和應用範圍如同「新安全觀」一般會隨

著時代潮流和發展趨勢而不斷深化、豐富，逐漸呈現出以軍事安全為本，同

時突顯出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5. 雙方加強在軍事領域的互信和裁減邊境駐軍之舉，有向美日安保和北約組織

示威的意味，暗示西方國家不肯放棄冷戰對抗思維，秉持著傳統軍事同盟的

僵化教條。68 
 
 

在軍事聯合演習方面，691999 年 10 月，俄國太伴洋艦隊的兩艘軍艦曾訪問

上海，並首次同中共海軍的東海艦隊舉行聯合演習; 在俄羅斯總統普京於 2000
年 7 月訪問北京時，中俄兩國國防部長已達成軍事合作的基本協議，分 2000 年

至 2005 年和 2005 年至 2010 五年兩階段實施，其中包括雙方將舉行聯合軍事演

                                                 
66 黃恩浩，「中共俄國信心建立措施的動因與侷限」，東亞季刊 31,3（2000）: 133-154。 
67 許國樑，「對中共信心建立措施之探討」，中共研究 34,3（2000）: 79。 
68 參閱: 表 4-7、「中俄關係之信心建立措施」。 
69 隨著蘇聯的瓦解，中俄關係的改善，長久以來俄羅斯這個承繼前蘇聯，中國大陸最大的威脅

國，如今已經成為中共最親近的戰略夥伴，而也正因為北方安全環境的改變，亦使使得中國的軍

事演習，產生了以下四點的重大改變:（一）單一型式作戰演習從專注地面部隊聯合作戰之攻守

並重態勢，轉移至攻占為主的二棲登陸作戰;（二）多軍種之聯合作戰演習，則由原以陸上為主

之陸空聯合作戰，改變為向海外擴張意圖為重之海空軍和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演習;（三）在軍

區演習中，從以瀋陽和北京二大軍區，轉向南京軍區;（四）地區演習之重點，則從華北地區南

移至華東地區。參閱: 林宗達，「中共軍事演習之內容與趨勢分析」，解放軍演習報告書（台北: 尖

端科技，1997）,pp.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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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實戰摸擬和高科技戰爭演習，為強化兩國戰略協作關係跨出重要的一步，且

在 2000 年 7 月上海五國「杜尚別聲明」中也強調應就預防危險軍事活動舉聯合

演習和演練; 2001 年中國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訪俄時，中俄也達成互派軍事代

表團觀察、交流軍兵種演習和戰爭戰略戰術研討活動的協議。 
 

除了軍售、技術轉移與共同研發跨世紀新式武器外，中俄雙方也自 1999 年

開始舉行針對性的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以維護中俄海上交通線的暢通; 中俄的情

報交換，則以互補互惠為導向，由中方提供截獲之歐美情報予俄方，以交換俄方

在台所蒐集之軍事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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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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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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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大力協助中國發展先進武器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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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王定士，「俄羅斯軍售中國之研析 2000-2003:對亞太及台海安全的衝擊」，俄羅斯學報 3（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3）: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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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冷戰後時期中國向俄羅斯購買武器系統一覽表」 

（1991-2003 年） 

 
日期 武器裝備 
1991 年 購買二十六架蘇愷二十七戰機。 
1992 年 購買五架伊留申七六運輸機。 
1993 年 購買米格二十九 II 型戰機用的 RD-33 引擎，並獲生產授權。  
1994 年 購買四艘柴油動力的基洛級潛艇。 

簽定購買六套 S-300 防空飛彈系統（至少一百枚飛彈）。 
簽署由俄羅斯「米高揚設計局」協助中共進行殲七和殲八 II 型戰機

為斯三年的改良計畫。 
1995 年 購買改良殲八 II 型戰機的俄製米格二十九使用的多功能射控電達。

1996 年 購買七十二架蘇愷二十七戰機。 
1997 年 購買四架可攜帶核子彈頭的逆火式（TU22/24）戰略蟲炸機，並與

之簽訂「超七」新型攻擊機聯合開發計畫。 
購買二艘現代級驅逐艦，裝備日炙二倍半音速飛彈。 

1999 年 俄羅斯將在三年內向中共提供九十六架蘇愷三十戰機，並負責培訓

飛行員。 
俄羅斯同意出售先進攻擊飛彈，這些飛彈包括: 中程空對空飛彈、

R-27ER 、 R-27ET 、 RVV-AE 以 及 中 程 和 長 程 空 對 地 飛 彈 : 
KH-29L/T、KH-31、KH-59M。 

2000 年 
 

簽署購買兩艘俄制現代級（Sovremenny）956 型驅逐艦，配備 3M80E
蚊式（日炙 Sunburn SS-N-22）超音速反艦飛彈。 
三架伊留申 IL-96 運輸機。 

2001 年 簽署購買兩艘更先進 Akula 級核子動力潛艦。 
100 枚 R-129 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相當於美國的 AIM-120 型中程

空對空飛彈）。 
2002 年 訂購驅逐艦兩艘，預計 2005 年之前驗收，配備紅寶石系統（Yahont）

飛彈。兩套 KAPYO 雷達。 
2003 年 簽署購買八艘基洛級（NATO-Kilo）636 型柴電動力潛艦，配備 Club-S

系統超音速有翼飛彈。 
S-300 系列防空飛彈，包括 S-300PMU/SA-10 和 S-300V/SA-12 兩種

防空飛彈。 
 



冷戰後時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 
 
 

 154

 
《資料來源: 林麗香，「後冷戰時期中俄美軍事合作之探討」，共黨問題研究 26,4
（2000）: 76; 林宗達，「中俄關係之改善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的助力分析」，共黨

問題研究 27,8（2001）:65 ;王定士，「俄羅斯軍售中國之研析 2000-2003:對亞太

及台海安全的衝擊」，俄羅斯學報 3（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2003）: 
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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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信心建立措施」（CBMs） 

 
信 心 建 立 措

施 之 緣 起 背

景 

「信心建立措施」（CBMs: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即是用以降低敵對國家間緊張及避免戰爭發生的機制。「信心建

立措施」相關的做法其實早已行之有年，但是該名詞在正式文

件中出現則是在 1975 年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SCE）中所達

成的「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 , 1975）。 
定義 挪威前國防部長何斯特（Holst）對「信心建立措施」定義

如下:「信心建立措施」是國家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避免戰爭

衝突危險的作法，其要旨功能在藉由軍事透明化，辦識潛在對

手之意圖或威脅，將有助於爭端之解決與建構和平。」 
分類（類別） 美國史汀生中心主任克蘭普（Krepon）將「信心建立措施」

分類區別如下: 
(一)溝通性措施（Communication Measures）: 包括領導人與

指揮中心熱線的設置、定期首長溝通與對話、通訊與查證

網路成立。 
(二)透明性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 公佈國防白皮書、

建立國防資訊交流、加入聯合國武器登記制度。 
(三)限制性措施（Constraint Measures）: 限制大規模軍事演

習、限制演習人員與武器、限制武器部署類別與數量。 
(四)檢證性措施（Verification Measures）: 邀請觀察員現場觀

察演習的進行、針對相關資訊提出查證要求、開放空中檢

證等作法。 
發展過程 「信心建立措施」的發展過程，大致上可分為: 

(一)第一階段: 避免衝突（Conflict Avoidance） 
(二)第二階段: 建立信任（Confidence Building） 
(三)第三階段: 強化和平（Strengthening the Peace） 

功能 「信心建立措施」之重要功能，包括: 
(一)有助政治意圖的澄清; 
(二)宣示或訂定雙方交往的基本原則與規範; 
(三)開啟並增加溝通管道; 
(四)建立可預測的行為模式，化解猜忌; 
(五)透過檢證制度的建立，強化規範之遵守與資訊之可信度; 
(六)緩和軍事緊張與對立，在衝突爆發前，消弭衝突之原因，

開啟和平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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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未來展望） 

 冷戰後時期兩極體系崩解，區域衝突增加，許多小國遂漸

倡議「合作性安全」的概念; 加以美國所提倡「預防性外

交」，希望以和平及合作方式取代對抗，以談判、外交、溝

通妥協取代軍事對峙，使得「信心建立措施」構想漸趨於

實踐。 
 近年來，「第二軌道外交」、「合作性安全」及「預防性外交」

成為國際間化解爭端的重要手段，此三者無論理論與實踐

均與「信心建立措施」相互契合，若將此數者措施手段綜

合運用，將有助於爭端解決與建構和平。 
 
 
《資料來源: 「信心建立措施」，戰略與國際研究 2,1（2000）,pp.1-20,130-132。》 
 
 
 
 
 
 
 
 
 
 
 
 
 
 
 
 
 
 
 
 
 
 
 
 
 
 



第四章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內涵與合作面向 

 
 

 157

 

表 4-7: 「中俄關係之信心建立措施」 

 
類別 具體內容 
宣示性措施 (一)聲明將聯合國憲章、和平共處五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

國際法準則，作為發展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係的基

礎。 
(二)確認以和平方法解決兩國間的一切爭端，互相不使用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並為此建立相應的對話機制。 
(三)不參加任何針對對方的軍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國締結

任何損害另一方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條約或協定、任

何一方均不得充許第三國利用其領土損害另一方國家

主權和安全利益。 
(四)建立和發展「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

伴關係」。 
溝通性措施 (一)進行各層級的經常性政治對話，包括高級對話。 

(二)同意以目前中俄邊境的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

準則，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任的精神繼續談判，以便

公正、合理地解進目前尚存在的邊界問題。 
(三)按照通食的國際實踐進行軍事交往，以加強軍事領域的

相互信任和合作。 
(四)進一步加強軍事合作。 
(五)1996 年起，建立總理定期會晤機制。 
(六)商訂在保障航運安全和海盜行徑、走私、非法販毒作鬥

爭方面加強協調與合作。 
(七)雙方商訂將建立由兩國社會各界代表的「中俄友好、和

平與發展委員會」。 
(八)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建立中俄政府間的熱線電話。 
 

限制性措施 (一)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到與兩國正常睦鄰關係相

適應的最低標準水平。 
(二)制定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力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

定。 
規範性惜施 (一)互不將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互不使用武力、互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 
綜合安全措施 (一)商訂在保障航運安全與海盜行徑、走私、非法販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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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協調與合作。 
(二)中俄決定繼續推動兩國在經貿、科技、國防、能源、運

輸、核工業、航天、銀行、保險等領域的合作。 
(三)雙方決心採取有效措施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

義、宗教極端主義和跨國犯罪活動。 
 
 
《資料來源: 林文程，「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立場及做法」，戰略與國際研究 2,1
（2000）: 114-115;「中俄北京宣言」，文匯報，19 Jul 2000,p.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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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黃恩浩，「中共俄國信心建立措施的動因與侷限」，東亞季刊 31,3
（2000）: 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