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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中國大陸主辦的 2014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年會，於今年 11 月 5

日至 11 日在北京舉行。如同往昔，本屆 APEC 年會雖然包括部長會議、資深高

級官員會議、APEC 工商領袖高峰會以及非正式領導人高峰會，但最受矚目的，

仍然是非正式領導人高峰會。

APEC 成立於 1989 年，目前共有 21 個成員和 3 個觀察員。就國際經貿組

織而言，APEC 的影響力的確不容忽視，因為它涵蓋的人口約達二十六億，約占

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各成員 ( 經濟體 ) 之全部國內生產總值 (GDP) 約占全

球的百分之五十六；貿易額則約占全球的百分之四十八。尤有進者，目前全世

界經濟成長最快也最具經濟潛力的國家及經濟體，絕大多數都是 APEC 的成員。

這次是中國大陸第二次主辦 APEC 年會，上一次是在 2001 年，當時江澤民

是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比起上一次，這次由習近平擔任主人的 APEC 年會，可

說更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國際媒體也蜂湧而至。當然，最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的，並非這次 APEC 年會的議題，而是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歐巴馬的「習歐會」、

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的「習安會」以及習近平的「中國夢」。至於我國朝野最

關心的，還是蕭萬長與習近平的「蕭習會」。

到底「習歐會」、「習安會」以及「蕭習會」各獲得哪些具體成果？習近平

是否成功地透過主辦 APEC 年會進一步推動「中國夢」?「蕭習會」對臺海兩岸

關係的影響為何 ? 本文的目的即在扼要探討這幾個重要的問題。

An Assessment of the 2014 APEC Meeting

2014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會議之評估



第 12 卷　第 12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

PROSPECT & EXPLORATION

貳、「習歐會」與「中」美關係

習近平與歐巴馬的會談，無疑地，是此次 APEC 年會最受到矚目的焦點新

聞。「習歐會」所以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主要原因在於自 2012 年習近平以中

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的身分訪問美國，並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加州舉行所謂

「莊園會議」以來，「中」美雙邊關係非但沒有日趨熱絡，反而呈現出對抗多於

合作的局面。

就中國大陸而言，儘管歐巴馬宣稱其於 2011 年提出的「再平衡」亞洲政策

並非針對中國大陸，但是近兩年來美國不論是在軍事戰略與經濟戰略上，都不

斷配合著針對中國大陸的種種措施。在軍事戰略方面，中國大陸認為美國與澳

洲、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以及印度等國或加強軍事合作或發展軍事合

作，都是以圍堵中國大陸為目標。讓中國大陸難以忍受的是，在有關東海島嶼

與南海島嶼的爭執中，美國都與中國大陸的對手站至一邊。而美國對菲律賓出

售軍事裝備以及於今年 10 月 2 日宣布對越南解除武器禁運之決定，更引起中國

大陸的強烈不滿。

在經濟戰略方面，美國大力推銷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以及阻止南韓等

國加入北京提出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 (AIIB) 等作為，也被中國大陸認為是一種

呼應美國的「再平衡」亞洲政策。

在另一方面，美國堅持中國大陸積極擴充軍事力量，不惜以軍事力量強化

對東海、南海島礁的主權主張，以及不斷派遣軍機與戰艦阻撓美國軍機或軍艦

在中國大陸附近公海上空或公海航行的行動，不僅是一種專橫的行為，而且還

有可能引發軍事衝突。

最後，香港爆發的「占中行動」，也成為「中」美雙方的爭執事件。北京認

定華盛頓是「占中行動」的幕後指使者。華盛頓則嚴加駁斥，但又宣稱支持香

港人民爭取普世人權。

由於兩國的關係每下愈況，而「中」美兩國的關係人攸關亞太地區的和平

與發展，習近平與歐巴馬在 11 月 12 日的會談，自然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習近平與歐巴馬先於 11 月 11 日共進晚餐，飯後一起散步。12 日正式舉行

「習歐會」，會談結束後共同召開聯合記者會。根據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茲的透

露，習近平與歐巴馬討論的議題包括北韓核武、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伊朗核

武談判，伊波拉防疫、打擊伊斯蘭國、網路安全、人權、以及阿富汗局勢等區

域與全球安全等議題。除此之外，所謂的「臺灣問題」，也是一項雙方必談之議

題。

歐巴馬表示，他與習近平的會談已就「兩國關係今後的發展達成了共識」。

歐巴馬也強調說，儘管美「中」在經濟上競爭，但也在減少核武、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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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防止伊波拉擴散等議題獲得合作的承諾。由於習近平未表示不同的看法，

雙方在幾個議題上顯然沒有爭議，或較少爭議。但是在香港「占中運動」與所

謂的「臺灣問題」方面，習近平與歐巴馬的立場就不盡相同，甚至針鋒相對。

針對香港問題，歐巴馬表示，美國未參與任何煽動香港所發生的示威活

動，不過美國支持香港人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歐巴馬還指出，美國鼓勵香

港以透明和公正的方式舉行選舉，而且能反映人民的意願。對於歐巴馬這項說

法，習近平並不接受。習近平宣稱，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不應以任

何方式干涉。他還表示，維護法治，在香港和世界各地都是應有之義務。

在「臺灣問題」上，歐巴馬在和習近平的聯合記者會中表示，美國重申遵

守以三個聯合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為基礎的「一個中國政策」，鼓勵臺海兩岸

以「尊嚴和尊重為基礎」，朝向建立關係、減少緊張、促進穩定方面進一步發

展。歐巴馬強調說，這不但有利於臺海兩岸，也符合美國和亞太地區的利益。

歐巴馬針對所謂「臺灣問題」的說法，並未改變美國多年來的一貫立場。然而

中國大陸新華社卻報導說，歐巴馬對習近平表示，美國「沒有圍堵或損害中國

統一的意圖，美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美國不支持臺獨。」對於新華

社此一報導，美國政府的說法是，中國大陸對歐巴馬的談話有不同的解讀。

除香港問題與「臺灣問題」之外，習近平與歐巴馬對於東海與南海島礁主

權問題應該也有很大的爭議，但雙方在聯合記者會上竟未說明彼此的立場。或

許是，雙方都不願過於針鋒相對，以免破壞氣氛。

參、「習安會」與「中」日關係

自從安倍政府於 2012 年 9 月 10 日以大約七點八億新臺幣購買日本人粟原

弘行擁有的釣魚臺列嶼 ( 日方稱為尖閣諸島 ) 實施國有化之後，「中」日關係即

持續緊張。2013 年 11 月 23 日，中國大陸公布「東海防空識別區」，並將釣魚臺

劃入，導致「中」日關係進一步緊張。等到安倍於 2013 年以首相身分參拜靖國

神社，雙方的關係更急遽惡化。「中」日雙方的軍艦與軍機在釣魚臺附近的對峙

情況，也越來越頻繁。同時，雙方的經貿往來亦受到波及，包括日本企業減少

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以及中國大陸減少採購日本的商品等等。 

在「中」日雙方關係日趨惡化，而且彼此又中止高層對話的情況下，安倍

能否在北京 APEC 會議上與習近平會談而且緩和雙方的關係，就成為另一個受

到各方關注的問題。為獲得破冰的機會，日方先是在 2014 年 7 月，派遣前首相

福田康夫密訪北京，會見習近平。接著再於 11 月 7 日，由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

局長谷內正太郎與「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經談判後達成四點共識，終於成功

地安排「習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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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四點共識」包括：持續發展雙方戰略互惠關係；正視歷史、面

向未來，克服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障礙；雙方在釣魚臺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

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的主張；以及重啟對話。這四點共識中，中國大陸最在意

的是對釣魚臺問題的「共識」。中國大陸認為日本已在釣魚臺問題上作讓步，否

則不會承認雙方在領土有爭議。基於這種解讀，習近平乃同意與安倍見面及舉

行會議。

習近平在 11 月 10 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安倍等日方代表團，但習並未

照外交禮儀先在人民大會堂等候安倍，反而讓安倍先到。另外習近平與安倍見

面時不但面無笑容，而且等到安倍先伸手才和安倍握手。更令人不解的是，在

雙方握手時，兩人竟都轉頭面向兩邊的媒體，不願正視對方。

「習安會」僅進行 25 分鐘，習近平在會談中表示，「日本只有信守中日雙

邊政治文件和『村山談話』等歷屆政府作出的承諾，才能同亞洲鄰邦發展面向

未來的友好關係」。安倍則於會談後表示，此一會談是「中日兩國重返戰略互惠

關係的原點，也是改善關係的第一步。」然而就在安倍與習近平會談結束後不

久，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隨即公開指出，「中日四共識」不具法律效力，因為雙方

均未簽名。岸田更強調，釣魚臺不存在領土問題。岸田的說法等於為安倍爭回

顏面，但「中」日關係可能又回到「中日四共識」之前的狀態。

肆、「蕭習會」與兩岸關係

今年 2 月 12 日，行政院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

舉行「王張會」是兩岸分治 65 年之後，首次由雙方主管兩岸事務的官員進行會

談。會中，張志軍更曾三度稱呼王郁琦為「主委」。「王張會」的順利舉行，以

及雙方在會中的禮尚往來與所達成的多項共識，不但讓兩岸關係向前跨出一大

步，而且也為馬總統出席今年的 APEC 高峰會，增加一些協調的空間。但今年

6 月至 10 月的一些事件，包括張志軍訪問高雄時突遭襲擊，陸委會副主委張顯

耀涉及洩密案，習近平對臺灣訪客重申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解決「臺灣

問題」的基本方針，以及兩岸對香港「占中行動」的分歧主張等等，不僅關閉

「馬習會」在 APEC 峯會的協調空間，同時還造成兩岸關係出現倒退的現象。

在此一情勢下，蕭前副總統代表馬總統出席 APEC 高峰會，並且要舉行「蕭習

會」，當然受到國內高度的關切。

「蕭習會」於 11 月 9 日舉行，地點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談 30 分

鐘。在會談中，習近平對兩岸關係提出「堅定信心、增進互信、相互尊重、良

性互動」十六字箴言。他表示，兩岸應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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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並維持增進互信。此外，習近平也提到，「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

會制度的選擇」。蕭萬長提出的看法是，兩岸應堅持「三個不變」及打造「升級

版」的兩岸經濟關係新架構。三個不變是：共同維護發展格局目標不變、共同

鞏固「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協商基礎的決心堅持不變、以及共同推進兩岸制度

化經濟合作謀求兩岸人民福祉方向堅持不變。至於「升級版」的兩岸經濟關係

新架構則是，建構共同參與區域整合的機制、建構兩岸經濟合作的新模式、以

及建構兩岸交流的新平臺。「蕭習會」的順利進行及蕭、習在會談中的對話顯

示，兩岸關係又回到正軌，這也是「蕭習會」對兩岸關係的一大貢獻。「王張

會」係在 11 月 13 日舉行，雙方再度確認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維持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並加經貿合作。其實在「蕭習會」定調之後，「王張

會」即扮演著呼應的角色。

伍、APEC 議程與「中國夢」及「亞太夢」

今年 APEC 會議的主題是「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議程為：「推

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 區域經濟整合 )」、「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成長」，以

及「加強全方位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

習近平在高峯會的開幕致詞中，強調所有 APEC 成員均應一致努力，為

實施「亞太夢」而全力合作。他並表示，中國大陸願意以其經濟力量協助達成

「亞太夢」。根據習近平的說法，為達到實現「亞太夢」的目標，各國應支持建

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及同意創設亞太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另外，

習近平還宣布出資四百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協助推動亞洲國家的互聯互

通建設。

習近平使用「亞太夢」一詞可能是希望藉此緩和其他成員對中國大陸之

疑慮，然而他所提出的，實施「亞太夢」的具體作法，其實也正是實現「中國

夢」的途徑。也因為如此，APEC 成員表面上都不反對「亞太夢」，但私底下卻

頻頻運作，並顯然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支持美國，另一個支持中國大陸。以美

國為主的集團認為建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應優先於 FTAAP，而且設置
AIIB 也將與亞洲開發銀行 (ADB) 的角色重疊。美國及其盟友也認為中國大陸設

立「絲路基金」的目的，係為推展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

「中」美在 APEC 會議期間的角力包括：歐巴馬與 12 個預定加入 TPP 的

會員國領袖會晤，並發表共同聲明，認為各國領袖應以完成 TPP 協定列為最優

先政策；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簽定興建油管與購買天然氣的協定；習近平與朴瑾

惠宣布完成「中」韓自由貿易區協定之實質談判，美國勸阻日本、韓國、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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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澳洲等國家參加中國大陸設置的 AIIB，習近平主張在 2025 年完成 FTAAP，

美國及其夥伴反對設立具體完成時程。

經過一番角力之後，APEC 高峰會最後的領袖宣言就是「中」美雙方妥協

下的產品，主要的內涵包括同意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並支持「中」方提出的實

現 FTAAP「路線圖」，但未同意設立完成的時程；同意推動亞太資訊科技協定

(ITA)；在強化經濟整合小組中成立貿易投資委員會，APEC 將對此展開研究，

且於 2016 年提出報告。

陸、結語

習近平在高峰會後的記著會上表示，APEC 領袖高峰會決定啟動亞太自由

貿易區進程，同意實現 FTAAP 的路線圖，乃是朝向實現 FTAAP 方向邁出歷史

性的一步，也代表 FTAAP 的正式啟動，展現出 APEC 成員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的決心與信心。表面上，習近平似乎相當滿意 APEC 高峰會的成果，也多少有

助於實現「中國夢」，但他對於歐巴馬應該不甚滿意，畢竟歐巴馬正是阻止高峰

會全盤接受中國大陸倡議的最大黑手。

歐巴馬在此次 APEC 高峰會的談話，特別是與習近平的會談，可說相當尊

重做為主人的習近平。對於中國大陸在東海及南海種種強硬維護主權的做法，

不是未公開提及就是輕輕帶過。但當歐巴馬離開北京到澳洲參加 G-20 高峰會之

後，歐巴馬即公開抨擊習近平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在處理東海和南海島嶼議題

上，所表現的方式都讓週邊國家感到擔憂。歐巴馬並暗批中國大陸說，亞洲的

安全秩序必須重建，但過程不能基於強迫或恫嚇，也不能讓大國欺凌小國，而

是基於維護彼此安全的結盟。歐巴馬同時強調，美國將繼續深耕亞洲，未來也

將把大多數的海空軍武力部署在太平洋。

歐巴馬在澳洲針對中國大陸的談話，相信習近平一定十分憤怒，不過這就

是當前「中」美關係的特點：既合作又對抗，但對抗又不攤牌。

此次 APEC 高峰會中的「習安會」，對緩和「中」日關係的效果相當有限，

因為日方後來竟說「中日四共識」不具法律效力。唯一值得肯定的是，雙方為

預防在東海地區發生預期以外的衝突，決定設立海上聯絡熱線。

比較起來，「蕭習會」獲得的成果的確相當可取。「蕭習會」不僅消除兩岸

關係中的陰影，而且更扭轉倒退的趨勢。

最後就習近平的「亞太夢」而言，如果中國大陸無法改善與日、越、菲、

印 ( 印度 ) 等周邊國家的關係，又難以化解與美國的對抗，再加上強力打壓人權

及異議人士，不但「亞太夢」遙不可及，連「中國夢」亦將難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