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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地區各國之間的安全合作，在合作機制的形式、內容，甚至在

概念與動機上，在冷戰結束後可說是具有相當程度的差異性。這固然是

由於牽涉到國家核心利益的安全問題，需要決策者就整體國家內外環境

來做較為全面性的思考，而冷戰結束後的亞太整體安全環境有極為重大

的變化，決策者的思維亦因此產生變動；另一方面也由於亞太各國無論

在政治制度、經濟發展、文化、宗教、意識形態，乃至於各國自身對於

安全概念的考量都具有相當程度的落差及多樣性，以致於亞太地區的各

個國家，除了沿襲冷戰結束前傳統現實主義觀點的權力平衡體系之外，

於安全合作的領域上，亦增添了自由主義的色彩，而呈現出與冷戰時期

完全不同的多元面貌。 
以冷戰前後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系統特徵及轉變，以及體系內成員

的互動模式為基礎，本文將以戰略發展的角度，描述中共對於此安全體

系的參與策略，以及政策上的轉變；並藉由體系內地位與角色上的沿

革，推論中共在參與的過程中與此一安全體系的互動模式與未來發展方

向，並希望使得上述探討成為未來研究相關議題的概念起點。 
 

關鍵詞：亞太多邊安全體系、多邊安全合作、角色認知、中共外交政策 
 

壹、前  言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理論與其欲解釋的現象之間經常存在著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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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而如何彌補此一落差，並將理論解釋實際的功能提升至最高點，成為政策

面上可以實際運用的工具，可說是學者們所致力追求的目標之一。在國際關係

的研究上，冷戰的結束可說是一個極為重大的轉捩點。此一事件的發生，使得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學派解釋現實情況的適用力開始備受質疑，也間接促

成了社會建構論的興起，而後實證主義學者更在對於過去國關研究典範質疑的

基礎上，另創了一個全新的研究典範。在這種趨勢之下，如要對一個現象做出

分析，並將其運用在政策面上，成為決策過程的起點與政策內涵的概念來源，

達成研究途徑與實際事務相契合的目標，其研究上所要追求的並非釐清哪個途

徑最有解釋力，而是從各種不同的解釋途徑中擷取精華，並找出如何結合不同

途徑優點的方法。而本文的研究目的也正在於此，希冀從現有的理論中，找出

其對於單一現象的不同解釋，以一種調和而非互斥的態度試圖整合不同理論，

目標是從「多邊安全合作」此一基本概念出發，做出對於「亞太多邊安全體

系」此一概念架構的綜合性解釋，並且說明中共在此一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地位與未來發展趨勢。 

貳、分析途徑：結構—功能分析途徑 

無論是現實、自由、社會建構等國際關係中的宏觀理論學派，對於國際行

為者作為或不作為的原因，其理論依據與分析途徑或有不同。然而，就分析的

層次而言，以「系統」作為一個分析現實的工具，或是將種種國家對外行為的

起源以系統的觀點來切入，可以追溯至 Thomas Hobbes 所著《利維坦》

（Leviathan）一書之中，系統論可說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上具有相當久遠的

歷史，並占有一個相當特殊與重要的地位。以「國際體系」作為結構，來分析

結構與國際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與相互關係，是國關三大典範學者在分析途

徑上一個重疊的部分，也是學者們互相對話的一個基礎。 

而以此種分析途徑著手，在具體分析問題之前，首先必須面對的是：「系

統」要如何界定？根據James E .Dougherty和Robert L .Pfaltzgraff, Jr.的定義，系

統描述的是「系統單位之間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此外，國際體系這

個概念中包含著一個基本假設，即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他們的活動總是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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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的行為模式，這些行為模式可以被稱為系統」。 1由此可知，系統關注的

乃是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及其模式，而在同一地區多個國際行為者的互動必然導

致了多種互動模式的產生，如將此多種模式集合起來，從中整合出對單一現象

的描繪，並以特定的地理範圍為限，則可以形成一種更大的結構，也就是所謂

的「體系」概念。此即是由行為者到系統，乃至國際體系，一種由點到線、最

終延伸到面的的概念延伸過程，而在本文的探討即為「國家政策—互動模式—

安全體系」的概念架構。 

以結構—功能分析框架來進行研究的學者，除了在概念上對於系統的定義

大致相同之外，其將概念操作化的過程中也有類似之處。常見的研究假設前

提，是對於「結構性」以及「功能性」概念的探討，在此討論中並賦予了前述

兩項概念「必要條件」的假設。亦即在一個完整且平衡的系統中，維持系統運

作所必需的基本條件是存在的，並且各有其功能上的分工。而社會精英（如將

國際體系視為一個社會）、資源、調節器和環境，這些因素會增強或降低系統

的穩定性，因此它們的作用很受重視。此外，資訊流動對系統的運行和存在也

具有關鍵作用。亦即系統的核心是以下幾類問題、概念、和數據：系統內部組

織和互動模式；系統與其環境的關係和邊界；系統的功能，這些功能的運行結

構；維持穩定和均衡的系統內部平衡機制；系統的分類；系統的等級結構。 2

而本文的焦點將置於分析亞太地區在冷戰結束後，所形成被大多數國家決策者

在概念上所認知的安全體系，亦即前述系統研究範圍中，對於系統內部組織與

互動模式的探討。此一安全體系的形成與維持動力，將被假設為各個（國家）

行為者對於整體區域政經秩序的期待以及戰爭的避免為前提而進行的合作行

為，而這種合作行為的根源，將被視為來自於各國決策者對於國內整體政經發

展的需求。 

參、多邊合作的概念基礎 

                                                   
1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北

京：世界知識出版社，2003 年），頁 111。 
2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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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與行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是如何進行的？此處以系統論作為基礎的概

念，說明在體系內國家行為者趨向合作而非戰爭的動力來源。 

一、社會系統 

在社會學領域，Talcott Parsons是 20 世紀系統理論研究的先驅。Parsons假

設存在這樣的行為體，他通過規範有序的能量支出來達到其預期目標。行為體

和他們所處的形勢之間的關係具有週期性特徵或系統性特徵，因此所有的行為

都是在系統中發生的。 3而透過將系統視為一種社會，Parsons將社會學的概念

引進了國際關係領域，透過對子系統的描述，並且強調「均衡」與「動態平

衡」的概念，其所關注的是系統的社會性，系統如何承受壓力，以及系統如何

解體。以Parsons的社會系統概念，國際秩序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同價值觀的形

成之上，雖然國際體系缺乏此種價值觀，但從過去兩代人對於經濟發展和民族

獨立的重視程度可以看出，這種價值觀已經形成。而在亞太安全的合作進程之

中，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發現，Parsons對於系統社會性的描述，可以用來解釋

亞洲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行為，是建築在整合國家目標、塑造政治利益與

凝聚價值認同的需求之上的。 

二、互賴 

Keohane與Nye在其《權力與互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一書中，

梳理了相互依存的幾項基本特質，包括：第一，多渠道的社會聯繫，包括政府

間的非正式聯繫和官方的正式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間的非正式聯繫、跨國性組

織的內部聯繫；第二，多種問題進入國家間關係的議事日程。這些問題沒有固

定的先後秩序，軍事安全不再始終占據議事日程的首要位置，問題的國際界線

日益模糊，許多國內事務涉及到對外政策的制訂和實施，甚至成為國際組織重

要的議事日程，一些國際事務在國內政策的考慮中越來越受到重視；第三，在

某些地區和某些問題上，一國政府不再對其他國家使用武力來解決爭端。此種

「互賴」的概念，與依賴理論學者主張的依賴概念自然有所區別，但他們也承

認國與國之間的互賴包括了「敏感性」與「脆弱性」兩個層面。因此，在此意

義上的相互依存並不是對稱的。而亞太地區獨特的文化與歷史背景，是否會讓

                                                   
3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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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安全合作，成為如同James N. Rosenau所言的「階層式互賴」（cascading 

interdependence）與「等級體系」， 4或是重回過去中國在 19 世紀中葉之前在亞

太地區主導的朝貢體系，這是在套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時尚須注意的另一個

分析層面。然而，「互賴」概念中，對於各議題間聯結的影響、非正式管道與

非官方溝通、爭端解決的非武力途徑等概念上的強調，用來解釋亞太各國在後

冷戰時期的安全政策，尤其是在整體安全環境的描述上，具有相當程度的說服

力。此外，Rosenau的系統理論也說明了，系統成員對於集體或系統能夠解決

問題的期望，正是使它們趨向於整合的動力來源。 

肆、亞太安全合作模式的發展與轉變 

亞太地區各國之間的合作，有其歷史上的根源，尤其在牽涉到國家核心利

益的安全問題上尤為如此。以冷戰為分界點，無論在合作機制的形式、內容或

合作的概念與動機上都與過去具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以下就四個面向，分別

探討冷戰後安全合作在此地區應用的權力安排、合作形式、概念上的轉變以及

具體機制的演進： 

一、由區域外強權主導到區域內強權折衝安排 

由於歷史因素與文化異質性的影響，亞洲區域內各個國家之間，彼此安全

合作的推動力往往來自於區域外的強權，而其合作的過程、形式與實質內容等

也幾乎受到強權的主導，從過去被美蘇二元結構所制約，到現今的中共崛起與

美國仍舊自認為仍是此地區最有影響力的行為者的情況，可見一斑。然而，在

後冷戰時期「區域主義」的潮流下，亞太安全體系因區域權力結構日趨「亞洲

化」，逐漸脫離冷戰時期受制於美、蘇冷戰體系運作的模式。亞太區域安全問

題解決的方式與內容，不再片面地依其在全球霸權所設定權力結構的位置而

定，而是取決於亞太區域主要強權國家的折衝與安排。 5

二、由雙邊到雙邊與多邊並行 

                                                   
4 James N. Rosenau，「面向本體論的全球治理」，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3 年），頁 65。 
5 李文志，「後冷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臺灣的思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

關係（臺北：業強出版社，1996 年），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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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亞太地區從來就沒有脫離過大國主導重要議題的情況，但從 80 年代

中期起，包括加拿大、印尼、澳洲與南韓等國，就曾陸續提出設立亞太多邊安

全合作機制的建議，但因區域內其他弱勢國家與美國與中共兩大強權的反對，

而一直未能出現重大的突破。其中，最主要的反對力量是美國，美國認為從歐

洲集體安全體制發展的經驗來看，亞太地區無論在歷史文化背景、區域權力結

構、各國政經發展程度、軍力結構特質等安全環境的基本特質與條件，都明顯

與歐洲的安全經驗不同，若強行移植歐洲式的集體安全體制只會引發嚴重的衝

突。 6但自從柯林頓的上台，美國在亞洲的外交政策開始有了轉變，從原本的

極度排斥，到逐漸接受，並轉向積極追求主導多邊安全機制的目標。然而，多

邊外交在亞太地區的發展與運用較之西歐與北美地區遠為落後，冷戰時期此區

域所有相關政治與經濟議題，甚至文化交流等，均是以雙邊為基礎進行之。在

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無論是對話或者是政策的協調，都是一項新的嘗試，

在這個區域，雙邊的軍事協定與合作一向是被視為維持國家安全與區域和平的

重要機制。而面對可能逐漸衰退的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以及外交參與意願，特別

是在亞太區域面對中國逐漸的崛起與挑戰，多邊的安全議題對話機制與政策協

調作法，將可能增加區域國家，尤其是強國之間的彼此瞭解與降低敵意。 7

三、由傳統安全到合作性安全和綜合性安全 

在冷戰終結前，在亞洲地區的安全合作體系，是以美國為首的數個雙邊軍

事協定所構築而成的，可謂是由美國主導了此一地區的安全秩序安排，並且具

有相當程度的主導和仲裁能力。而此時的安全概念，主要還是著重於追求傳統

的軍事力量，並相信其為確保國家安全的最主要方式。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

浪潮的席捲並對各國產生影響，國際社會對安全的界定已經超越狹義的觀點，

安全的內涵更進一步被擴大為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與非傳統安全等更廣範圍

面向的新觀點。隨著亞太區域內各國安全觀點的轉變，對於如何提升國家安全

的看法也逐漸轉變，除了區域內主要強權對以多邊方式進行安全合作的看法已

能逐漸接受之外，對於多邊安全合作應該如何進行的議題，也被拿出來廣泛的

討論。在這方面的論述，出現了亞太權力結構中，分別代表西方國家與亞洲各

                                                   
6 李文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頁 48。 
7 楊永明，「東協區域論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政治科學論叢（第 11 期，民國 88 年

12 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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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場的「合作性安全」與「綜合性安全」概念上的辯論。 8此兩種概念除了

以多邊外交形式、破除單一區域體系內權力零和的共享觀念之外，最大的差異

點乃在於：一、合作的議題範圍：前者主張以軍事方面的合作為主，主要是政

策透明化與軍事合作方面；後者則強調以宏觀的層次，統合經濟發展與國家安

全的關聯性；二、合作的組織形式：前者強調要有一有力並具有一定程度仲裁

能力的國際組織或機制；後者卻希望以不具強制力的非正式或協商機制，以尋

求國家間的共識為優先。這兩種概念能否順利的運用與融合，將是決定未來亞

太區域安全合作實質內涵與形式的重要決定性因素之一。 

四、多邊安全合作的重要機制 

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在冷戰終結後，確實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因此也使

得各國之間的合作模式有了質量上的改變。在多邊安全合作的層面上，亞太地

區由於範圍的廣闊與行為者的眾多（安全架構的參與者橫跨亞洲、美洲、與大

洋洲），以及歷史與文化的異質性，要移植歐盟的集體安全經驗的確有操作上

的困難，因此，在合作的層次上無法凝聚成一個涵蓋整體區域的具有實質約束

力的國際制度。 9在此意義下，除了本有的雙邊軍事聯盟之外，如要涉及以多

邊形式進行的安全合作，則多以「信心建立措施」（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為主要的議題起點， 10並以「多邊對話論壇」做為主要的組

織形式，在實務操作上交互以一、二軌的管道進行軍事、安全與外交等議題上

的溝通。蓋因以這種方式進行交流，是在亞太地區國家政治、社會、文化等差

異性，以及過去的歷史糾葛當中尋求對話的空間，期望能夠先擱置具有爭議性

的問題，以取得所有參與者的共識作為前提之下，降低囚犯困境所帶來的溝通

管道不順暢，以及因誤解所產生的對立。而在CBM的理論之中，CBM的實施

被具體分為三個階段，依序為：衝突避免（Conflict Avoidance）、信心建立

（Confidence-building）以及強化和平（Strengthening the Peace）， 11 並以溝

                                                   
8 李文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頁 56。 
9 以Robert O. Keohane的定義，國際制度包括國際建制、國際組織和國際慣例，是有關國際關係特定

領域的、政府同意建立的有明確規則的制度。 
10 楊永明，唐欣偉，「信心建立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6 期，民國 88 年 6 月），頁

1。 
11 

同前註，轉引Michael Krepon, ed.,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2nd ed.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January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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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限制、透明化以及檢證措施作為建立信心的工具，藉由促進國家間的溝通

與互信，並建立國家軍事行動的模式或規則，再加上認證這些模式執行程度的

手段，將使得國家行為更容易預測，減少不信任的猜疑。 12以下則列舉具有上

述功能，並在組織架構與運作上皆有一定程度影響力的機制： 

　東協區域論壇 

東協區域論壇在區域安全合作上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並且成為目前亞太

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的一個重要典範，儘管其創辦宗旨與東協國家的集體利益息

息相關，然而其成員包含了東協十國，以及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中

共、日本、韓國、巴布亞新幾內亞、印度、俄羅斯與蒙古等十一國再加上歐

盟，這也代表了東協區域論壇提供了一個讓上述國家共同參與討論亞太地區政

治與安全問題的平台，也較為接近多邊安全體系想要達到的功能性目標。 

2002 年 10 月峇里島恐怖主義爆炸事件，使亞太地區在反恐合作上有較大

的進展。東協區域論壇將反恐、打擊跨國犯罪視為優先重點。東協區域論壇在

各國外交部長之外，開始鼓勵國防軍事人原有較大的參與角色，同時在官方

「第一軌道」和非官方「第二軌道」有更多的聯繫。 13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設立是 1993 年 6 月在瓜拉崙巴（Kuala Lumpur）

被宣布。除了指導委員會是由各成員代表所構成，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還設立

了內規、財務、會員事務，及工作小組四個次級委員會。工作小組被設計用來

實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主要機能，也就是有效地以分析、研究、回饋，與

提供意見來支援東協區域論壇。到目前為止，四個工作小組分別被組織為：全

面性合作；海事合作；透明化、信賴與安全建立；北太平洋安全合作。 14

　東亞高峰會 

第一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於 2005 年 12 月 14 日在馬來西

亞舉辦，與會主包括東協十國、中日韓三國和印度、澳洲、紐西蘭共 16 國領

                                                   
12 同註 10，頁 4。 
13 林正義，「亞太地區安全保障」，中華歐亞基金會‧世界和平研究所，世界新秩序與亞洲—臺日論壇

二○○三東京會議論文集（臺北：致良出版社，2004 年），頁 55。 
14 蕭全政，「亞太地區多邊典則的最近發展與限制」，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

（臺北：業強出版社，1996 年），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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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會中決議「東亞高峰會」將與每年的「東協加三」峰會一起舉行，並將

「東亞高峰會」定位為一個就戰略、政治與經濟等共同議題進行對話，並以促

進東亞和平、穩定和繁榮為目標的論壇。 15  

伍、中共參與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概況 

前文已經藉著系統論的途徑對亞太多邊安全體系做一簡單的勾勒，並概述

了冷戰前後此一體系的發展情況。而正如Raymond Tanter所言，「國際體系研

究方法意味著建立互動模型，而對外政策研究方法卻意味著建立決策模型」。

但是這兩種研究方法擁有共同之處，即系統的建構可用於分析外交政策是如何

形成的，以及國家或其他系統單位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繫的。 16

然而，單純以系統論的途徑，試圖建立一個分析架構模型，希冀對現有的

現象作出全面性的分析與探討，在成效上確實有不足之處。其忽視了在系統架

構下，所欲分析的不同行為者本質上的差異，以及個別行為者與系統之間的不

同互動模式，因此，此處將以歷史途徑的方式切入，探求中共在參與多邊安全

機制的戰略層面，以及參與多邊安全機制的情形，以求在宏觀系統的脈絡之

下，以聚焦的方式檢視所欲觀察的單一行為者，最終達到解釋並預測其行為趨

向的目的。 

一、角色與政策取向—參與、融入和型塑 

國家角色的概念，可視為決策者所制訂的一般性決策、承諾、原則，與適

合國家採取的行動。而國家角色概念與其外交政策的取向，乃是密切相關的。

同時，角色也是國家對於外在世界以及體系、地理與經濟變數的基本傾向、恐

懼與態度的反應。 17在國際體系中，所有的獨立單位都會顯示出三個傳統取向

（孤立、不結盟、聯盟）的一個取向。這些取向可將體系結構、威脅的體認、

參與的程度、以及急進（或保守）的態度等因素反應出來。而中共在冷戰前後

                                                   
15 吳玲君，「東亞高峰會議與亞太多邊區域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 年 1 月），頁 141-
148。 
16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頁

112。 
17 K. J. Holsti著，李偉成、譚溯澄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臺北：幼獅出版社，1988 年），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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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家在亞太區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認知，具體形塑了不同時期的總體戰

略、核心價值與目標，這又決定了其對於國際制度的態度取向，並直接影響了

其在政策層面上對於以多邊或雙邊為形式的合作行為的偏好程度。 

根據大陸學者門洪華的看法，中共自 1949 年以來的國際角色認知可分為

四個時期，而每個時期又各有其相對應的國際戰略與外交政策取向： 18

 
國際制度的 
參與程度 

國際社會內的角色認知 國際戰略 

1949~1970 相對孤立 局外者與挑戰者 一邊倒、反兩霸 

1971~1978 消極參與 
搖擺於局內外者之間、被動

參與者、消極參與者 
三個世界 

1979~1991 部分參與 朝向塑造積極參與者的方向 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 

1992 迄今 全面參與 
積極參與者、區域性制度的

建設者與主導者 

全面積極參與國際制度，

使現有國際制度朝著有利

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本文作者自製） 
 

中共後冷戰時期外交的底線是，保持低調以贏得更大的迴旋空間，爭取更

多的時間發展經濟。 19而自 90 年代開始，中共將區域經濟一體化視為實現國

家利益的手段之一，但要注意的是，在 1990 年代區域對話的過程中，中共與

其他大部分的參與國在性質與程度上均大不相同。1994 年 5 月在曼谷舉行的

東協區域論壇高層官員會議上，中共官員明顯地表示反對該組織過快的步伐，

特別是在推動信心建立措施和透明化等具體的方案（如成立工作小組）。雖然

其他主要強權相信，透明化對建立互信和相互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但中共顯然

比較喜歡追求和平文告的宣示。在其他的會議中，中共往往也只希望出席會

議，而很少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20

                                                   
18 門洪華，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
年），頁 249-263。 
19 由冀，「回應後冷戰時代挑戰—中國亞太外交戰略」，田弘茂主編，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臺

北：業強出版社，1996 年），頁 268。 
20 Paul Evans，「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意義與展望」，田弘茂主編，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臺北：業

強出版社，1996 年），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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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之後，中共明顯提昇與西方大國的重要性，並將外交優先順序調整

為：已開發國家、周邊睦鄰國家、第三世界開發國家。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

係學院及「上海合作組織」高峰會的演講，針對國際形勢表示將：推動國際關

係民主化、尊重聯合國的權威、維護世界多樣性，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

作的新安全觀，只有協調、平衡、普遍的發展，世界才能實現持久的和平與穩

定。 21  

二、中共參與多邊安全體系的概況 

　改革開放前 

此段時期由於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制約，以及在「世界革命」的思維下積極

備戰，中共視聯合國在內的安全建制為帝國主義的把持工具，外交戰略上對於

多邊安全建制的參與上較不積極，參與的態度也比較謹慎。除了取得聯合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外，截至 1981 年為止，僅簽署了《關於禁用毒氣或類

似毒氣或細菌方法作戰決定書》（1952 年 7 月 13 日聲明承認）、《關於戰俘待

遇之日內瓦公約》（1952 年月 13 日聲明承認，1956 年 12 月 28 日交存批准

書）、《關於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同上） 22等三份國際安全方面的條

約和公約外，在安全建制的參與上可謂是付之闕如。 

　改革開放後 

隨著戰爭觀和時代主題觀的變化，中共開始以經濟建設做為國家戰略的核

心目標，其對待國際安全機制的態度和參與的立場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實

行百萬裁軍的基礎上，中共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安全建制，並與各國展開了安全

合作，尤其是在核武裁撤與軍備的控制上，展現出一種「建制遵循」的態度
23，除此之外，中共在參與相關建制的合作上有了有效的進展。以下列舉近期

內中共參與亞太安全相關體制的活動： 24

　國際裁軍 

2000 年 6 月，中共在參加《不擴散核武條約》的審議時，與俄、法、英、

                                                   
21 http://www.fmprc.gov.cn/chn/49956.html。 
22 劉杰，機制化生存：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抉擇（北京：時事出版社，2004 年），頁 127。 
23 

中共已簽署並批准了多項國際間各類型防止大規模殺傷性武器的條約，同時也參與了相關的多邊國

際組織。先後逐步完成了包括有關核武、以及傳統武器的國內出口管制條例和清單之法制化工作。詳見袁

易，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臺北：五南出版社，2004 年），頁 313。 
24 劉杰，機制化生存：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抉擇，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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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國就全面銷毀核武問題發表聯合聲明。 

　維和行動 

中共支持聯合國秘書處在 2001 年間對維和行動管理機制進行的全面審查，

表示支持秘書處通過採取增加人力配置、進行機構調整、優化和提高效率與質

量的措施。中共並主張加強待命安排機制，希望以召聘警察與民間人員為核心

的「星河項目」早日投入運行，使維和行動民間人員的聘任工作更加制度化和

規範化。 

　雙邊和多邊安全 

先後與美、俄、英、日等國建立了雙邊安全和軍備控制等方面的磋商機

制。2001 年參與東協區域論壇的吉隆坡會議，同年 4 月參加在羅馬舉行的南

亞核問題工作組會議。 

陸、結  論 

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模式，能否由雙邊與多邊的「系統」互動，到建立一

個具有實質影響力，有如歐安組織涵蓋全部區域範圍，並具有約束體系內成員

國家在安全議題上政策選項的多邊性機制，以冷戰前後的經驗來看，顯然還有

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25就亞太地區整體而言，經濟合作網路的進展顯然比安全

合作的發展更迅速穩固。歷史背景的多樣化、種族宗教的不同、經濟上發展階

段的差異，不同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分歧的社會制度，不同的威脅感受等

等上述的多樣化及差異限制了亞太安全合作的發展。 26就目前而言，由於亞太

整體地區的幅員廣大，區域內的安全議題又多與地緣概念有關，故亞太地區的

安全合作，在目前而言有以次級區域的安全合作為主的趨勢。而區域內外的大

國就相關議題的影響力，與過去以權力折衝形式決定，並以一兩個強權的意向

為主，轉變為今日大多以多邊形式的合作方式進行，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更偏向

                                                   
25 過去冷戰時期，蘇聯多次想要建立一個類似歐洲安全會議的亞太安全結構，但都未受到廣泛的支

持。詳見林文程，「東協區域論壇與亞太多邊安全體系的建構」，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3 期（1999
年 7 月）。 
26 高英茂，「亞太集體安全體系之建立：趨勢、型態、前景」，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劇變中的亞太與兩

岸關係（臺北：業強出版社，1996 年），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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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思維的決策方式。 

固然如此，今日亞太地區就多邊安全合作相關議題的實質進展上，在檯面

下仍跳脫不出濃厚的利益交換關係，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形式，目前雖正朝著

多邊的方向進行中，區域內的數個大國挾其豐沛的資源與技術能力，與中小型

國家相較，仍然具有絕大的影響力。因此，研究區域內大國的外交政策走向與

角色認知，在此意義下，仍有助於釐清亞太安全合作體系，或是次級區域合作

架構形成的實質動力、議題傾向，乃至於推測其未來走向。 

根據陶威廉的研究，恢復聯盟關係與建立機制這種雙重程序正在亞太安全

政治領域內形成。 27中共最後之所以願意將原先的現實政治戰略朝更符合自由

主義主張之戰略態勢發展，係取決於數項關鍵因素：中共的經濟與防衛現代化

計畫到底獲致了多少的成就；中共的領導階層是否視與亞太國家維持穩定的經

濟關係與外交關係一事，對本身的發展過程極具重要性；假如美軍部隊加速撤

離本地區，則中共視區域的多邊主義可取代美日聯盟關係的程度如何？而且能

以有效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來遏制日本軍事力量；最後一點，在中共的眼

中，其已經參與且仍存在的互賴先例或多邊安全行為，也就是全面禁止核子試

爆及東協區域論壇，究竟有多大的用處。 28而上述幾項指標的評估結果，將具

體的影響中共國家戰略的考量，亦即在傳統政治與軍事議題的權力平衡中，能

否更進一步地擴展現有多邊安全機制的質量，或是更為倚重多邊安全合作機制

的工具性功能。目前可以確定的是，隨著其外交政策與領導人對於安全環境認

知的轉變，中共參與國際制度的程度已經日漸深入，並由國際制度的「參與

者」轉向具有積極開創性的「創建者」角色；而身為亞太安全體系的一員，中

共在型塑未來亞太安全合作，無論是機制形式或是實質合作內涵的過程中，其

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恐將會不斷地持續下去。 

                                                   
27 William T. Tow著，高一中譯，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臺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年），頁 489。 
28 William T. Tow著，高一中譯，亞太戰略關係：尋求整合安全，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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