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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rising of China Mainland, “China Threat”
conception turns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informational war. If “China Threat” and North
Korea’s threat was confirmed in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ould face
the greatest pressure and contain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 United States are to
reduce the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ir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response to the contain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needs to seek Russia’s support in the framework of SCO, where the energy and
weap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s. Improved China-Russia relations
will be helpful for Russia’s regional integration policy as well. Russia has to take the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into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get rid of isolation, China
might compromis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SCO.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Russia might
increase her dominant status in SCO and the Russia-China relations might be improved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China-U.S. information war. However, Russia’ Asian-Pacific
strategy will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U.S. Asian Rebalancing diplomacy and
China might get an opportunity to breathe. In this situation, China will strengthen
her diplomacy toward Russia.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China might compromise with
Russia and the improved China-Russia relations would help China reduce the possible
threat from the interior separatism, which might be suppo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hat role will Russia play in the U.S.-China upcoming conflict? To assume that China
might seek for China-Russia good relationship and cope with the disputed territorial
disputes, but, will this lead to the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oncerning of the
reunification negotiation process? Taiwan might be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is will be observed in U.S.-China-Russia competition in Asia.
Keywords: China threat, containment, Russia-China relations, Asian-Pacific region,
U.S.-China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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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俄爭霸亞洲新秩序？
試論俄羅斯在中美輿論宣傳戰中的角色1
胡逢瑛
台灣元智大學及國立台灣大學

摘要：隨著中國的經濟與軍事的崛起，亞太地區傳統格局有了顯著的改變，
這是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其中的一個基本論點。由此衍生的國際輿論戰結合
了圍堵政策似乎加速了新型冷戰思維的建構。在亞太地區，中美俄之間的互
動關係值得關注。傳統強權的西方國家並沒有放棄塑造“中國威脅論”對當
前世界秩序構成危害的看法。2012年，歐巴馬尋求連任，復甦美國本土經
濟成為總統大選期間最重要的辯論核心主軸之一。那些持“中國威脅論”的
美智庫觀點認為：中國增加軍費造成了區域軍事力量的失衡，並以此邏輯推
演中國將以武力解決主權爭議和維護現有的國家利益，而這將挑戰美國在亞
洲的傳統地位。美國再度以“中國威脅論”作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靶子，在減
少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同時並且又加強與日本、南韓之間的軍事聯盟關係。顯
然，再平衡的概念應該是建立在並不希望直接干預亞洲領土爭議的基礎上，
換言之，美國會以扮演調停人的角色站在盟國後面，提供必要的彈道防禦等
軍事設備，以期平衡中國崛起後在區域政治經濟格局上所構成的威脅與失
衡。自然，中國與俄羅斯共同面臨了美國軍事圍堵的壓力。俄羅斯的亞太政
策又更加複雜了亞太區域的重組局勢。筆者在本文檢視了俄羅斯在中美輿論
衝突中的角色，認為考慮美俄是否有聯手可能來圍堵中國的問題，關鍵仍在
於中國對俄羅斯關係的強化，如果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上任之後加強中俄
關係，那麼，此時俄羅斯在上海合作組織當中的主導地位將有可能逐漸獲得
提高；如果中俄關係得到近一步的加強，那麼，美俄關係是否有可能會趨於
惡化？此時，俄羅斯如果在獲得上合組織石油戰略利益的主導權當中傾向支
持中國，如此，中國將有可能在美俄重返亞洲的爭霸過程當中得到喘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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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處理領土爭議和分裂問題的強硬態度，加劇了美國的圍堵，而台灣在中
美逐漸升高的對立衝突中是否受到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前進或是倒退？
都值得持續研究與觀察。
關鍵詞：中國威脅論，圍堵，中俄關係，亞太區域，中美衝突

壹、前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提出了重建經濟秩序的口號，中俄兩國同時表達了對現
存國際世界體系霸權的不滿，並且呼籲應當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此一做法讓人聯
想到七十年代的不結盟運動〔NAM〕，由蘇聯支持第三世界抗衡西方集團所產生的重
建國際新資訊和傳播秩序〔NWICO〕的美蘇資訊戰爭。
中俄關係似乎在區域合作當中得到加強。中俄兩國目前在區域的國際架構下合作
組成的國際組織，主要是上海合作組織〔SCO〕與金磚國家聯盟機制〔BRICS〕，中
俄的聯合引起了美國的警惕。隨著普京總統三度擔任總統職務，西方期盼輿論分化梅
德韋傑夫與普京之間信任關係的輿論戰宣告失敗。儘管如此，美國與俄羅斯維持良好
的關係仍是重要的方向。那麼，美俄是否有聯手的可能來圍堵中國？中國新任領導人
習近平上任之後是否必然加強中俄的聯繫，如果中國在中美衝突當中尋求俄羅斯的支
持，那麼，此時俄羅斯在上合組織當中的主導地位有可能逐漸得到提高。此時，西方
所面臨的國際地位與經濟問題將轉向世界工廠的中國，因為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似
乎已是各國普遍的國際共識。
StefandHalper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對西方民主的價值和體制構成威脅，或許應
該定義中國是對手而非朋友。美國智庫正在形成強權就是區域不穩定因素的觀點。但
Joseph S. Nye卻認為，過度吹噓中國的威脅將鼓勵兩國鷹派的抬頭，不利於區域安全與
和平穩定。2

2

劍橋大學美國研究計畫部主任StefandHalper在美國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d撰文指出：中國戲劇
性的崛起使得自身必須使用武力來捍衛既得的利益，中國軍事的威脅已經構成對鄰國的安全問題與區域軍
事的失衡，而中國的經濟崛起對許多落後與發展中國家象徵著集權統治帶來經濟成長的典範，這對西方世
界的民主價值觀已經造成威脅，他強調中國對於美國應該不是夥伴，而是對手和敵人。
這樣的“中國威脅論”無獨有偶，美國亞洲研究局 (NBR-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則
出版了《China’s Military Challenge》，該書提到中國解放軍的實力改變了美國在亞太軍事均衡的力量與現
存的世界秩序，美國對中國過度的經濟依賴使得美國赤字問題仍然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美國的“亞洲再平
衡”政策是維護美國利益的關鍵。顯然，美國決策層正在形成打擊中國的輿論，並將此視為恢復美國利益
的推動力量。儘管美國學者 Joseph S. Nye 在《The Future of Power》一書中強調，中國的實力仍然落後美
國幾十年，中國仍然面對內部許多的問題需要解決，過度吹噓中國的威脅將鼓勵兩國鷹派的抬頭，不利於
區域安全與和平穩定。
美國華府重要智庫如 Woodrow Wilson Center 的亞洲計畫再度將視角放在中國軍事現代化對美國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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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似乎對中國的圍堵政策已經形成國際氣候，當中國與周邊國家陸續發生島嶼
爭奪權的輿論戰之際，並將被認為有可能以武力解決島嶼歸屬問題時，此時美國在亞
洲的盟友把向美國尋求的軍事支持視為正當防衛的理由，這也將迫使歐巴馬向共和黨
支持的國防預算妥協。故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透露出這樣的訊息，意味著不論是歐巴
馬還是羅姆尼當選總統，美國都將對中國採取強硬的外交路線，甚至包括因應可能的
軍事衝突。過去美國忙於中東戰事，無暇顧及亞洲，現在美國重返亞洲，在某種意義
上似乎鼓勵了亞洲國家挑戰中國的霸權。美國也順理成章以盟友的軍事保護者姿態重
返亞洲，甚至佈署彈導防禦系統，這引起了中俄兩國的反對。在日本擅自將釣魚臺國
有化的獨斷行徑下，也刺激了中國民族主義和鷹派份子，那麼此時的輿論戰的圍堵策
略是否會演變成中美直接的軍事衝突？俄羅斯目前在中美衝突中的態度與角色同樣值
得關注。
中國認知到如果受到美國亞太政策與美俄關係改善的衝擊，中國勢必更加孤立，
那麼尋求俄羅斯的支持將成為中國新任領導者的主要外交方向，果然如此的話，俄羅
斯在上海合作組織中的地位必將增強，但在美俄兩害擇其輕的困境中，在中美衝突輿
論升高的氣氛中，中國是否會對俄羅斯有所讓步？這也會直接影響中國在上合組織中
的地位以及在中亞的能源與戰略中的利益。另一方面，俄羅斯能源的戰略將會持續在
亞洲升溫發酵與產生影響，中俄關係的友好深化也可能使中國自身在美俄兩強亞洲爭
霸的過程中得到喘息的機會。中國在因應美國軍事圍堵的壓力之下，試圖更緊密與俄
羅斯聯繫，俄羅斯在中美衝突中的的態度就更為關鍵了。
貳、美國“中國威脅論”之基本需求
一、美國進行“中國威脅論”的意涵
“中國威脅論” 33是否會成為美國選後的方針，目前看來，至少中國要在經濟利益方
面做出某些退讓。前駐美大使陳錫蕃教授認為，近幾年來，西方學界與政界人士對於

3

太地區的衝擊上，根據智庫中國研究者的態度與反應顯示，目前美國已經將中國鎖定為亞太地區主要的軍
事威脅者，為此華府似乎正在形成關於“中國威脅論”的基本論述來宣傳這樣的概念，美國方面甚至派人
到俄羅斯進行相關的遊說。
Randall L. Schweller認為，臺灣和日本不能排除與中國開戰的可能，此時美國被捲入戰火的機會就很
大。另外，學者也指出，由於權力擴張的天性與國家成長的需要，興起中的強權本身便構成國際體系中的
不穩因素，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將對國際體系原有的霸權國家美國造成挑戰。
袁鵬指出：“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期的“排華浪潮”。當時，美國白人種族
主義者和勞工利益集團將大批湧向美國西海岸的華工視為對美國主流文化的“威脅”，認為他們是“劣等
民族和落後文化的代表”，是白人“飯碗”的搶奪者，於是推動政府分別於1882年和1884年通過了《排華法
案》。這一時期的“中國威脅論”是針對華人移民這一特殊族群的，因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
，但其中體現的白人至上主義思想和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則在其後的“中國威脅論”中仍能找到蹤影。
蔡政修教授認為，“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崛起將造成威脅的言論的統稱，可以說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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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復興，常以“中國威脅論”稱之。“中國威脅論”，乃國際關係上一種訴諸對
中國採取圍堵的說法，中國大陸因改革開放後經濟崛起，成為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大
國，同時大量擴充軍備，特別顯示於海空軍在東海及南海的近海聯合防禦作戰能力，
使相關國家產生憂慮與質疑，此質疑於1995年因南海問題及對台灣領海試射飛彈達到
高峰。且自2010年起，東南亞多國與中國在南海的爭端升高，更促使這些國家合作對
抗軍力不斷增長的中國。日本、南韓以及東盟各國對中共紛紛採取更加防範的態度，
並主動向美國尋求保護。美國也順勢加強了與這些亞洲盟友的軍事互動與同盟關係。
俄羅斯又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對峙也是令人關注。在普京執政的八年期間，經濟
騰飛基本上是建立在能源和武器產品輸出的基礎之上，俄羅斯的主要交易夥伴為：獨
聯體國家、西歐和美國。2011年，中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進口國，貿易量超過830
億美元；2012年更高達880億左右的貿易量。普京對於俄羅斯發展的模式基本上定性為
在安全框架之下的穩定經濟增長。現在美國、歐盟陷入經濟危機，此時俄羅斯需要依
靠在世貿的框架之下進口設備，給企業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這與中國入世擴展海外
市場有著巨大的區別。
儘管中俄之間仍存在歧見與問題，中俄關係仍有發展和改善的空間，普京重返克
林姆林宮之後，強調以外交政治談判取代戰爭的國際行動將成為外交主軸，與亞太地
區的經貿關係利益將大於區域爭霸的動機，普京的亞洲政策將成為俄羅斯實現全球治
理戰略的重要因素，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俄之間都看到了重建國際經
濟秩序的機會，然而俄羅斯和中國在內部都面對著反對派的抗議聲浪，西方介入反對
派的威脅也成為兩國領導人未來的執政壓力，而俄羅斯與中國之間在國際領域的合作
將是穩定各自內部發展的重要關鍵要素。預期中俄未來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合作力
度將大大的增加，而區域之間的合作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以及金磚國家聯盟的發展將
會獲得重視，成為中俄增加互動與加強聯繫的重要平台與聯繫機制。
中俄關係的合作預期會在兩國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過程中找到磨合之處。俄羅斯東
方科學院資深研究員丘多耶夫444認為：「關於中俄關係，如同我提到的，在俄羅斯有
些人擔心中國的崛起會給俄羅斯帶來“國家利己主義”的元素，或是一種“經濟的利
己主義”，關於這點我們國家領導者梅德維傑夫總統在2008年六月聖彼得堡舉行的經
濟論壇中有說過。不過，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高速發展的中國也
可以是俄羅斯經濟成長的積極動力！要知道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這個例子要如何在

4

言論的類型。「中國威脅」(ChinadThreat)d的說法雖然在民間流行，但將之做為一種「論述」，則很少見
于官方或嚴謹的學術文章當中。探討中國威脅論內涵，可以從對誰的威脅，以及威脅的能力與意圖來看。
面對中國大陸實力尤其軍事力量的快速增長，台、美、日直接感受威脅，其他國家感受較少，甚至不認為
對其產生威脅，其差異可以有沒有可能的引爆點來解釋。
楊志誠教授認為：根據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當前三大文明的衝突結構正向不利於
美國的基督教文明傾斜，給了中國較寬廣的戰略及戰術空間。就這樣，集結了經濟、政治、文化及軍事的
有利因素和情境，中國的國家發展令人感受到有邁向新帝國的景象，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中國威脅」。
請參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石之瑜教授計畫主持執行的【中國學
的知識社群研究計畫】，由筆者翻譯的「訪問丘多傑耶夫」中文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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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國家的創新發展計畫中落實，我們和中國人一樣，2020年以前要開始完成這
些創新建設的戰略目標。難道不值得為此有一個俄羅斯和中國的共同競爭性的“共同
發展”模式？！」
那麼，中俄關係的改善是否對台灣構成威脅？關鍵還是在於中國本身，因為俄
羅斯不會為中國的戰爭行為背書，中國的和諧應該是首先發展內部而非外部戰爭的藉
口。但是和諧社會的概念顯然是針對領土分裂而設計出來的前提條件。俄羅斯東方科
學院資深研究員丘多耶夫認為：「和諧概念的目的是賦予中國領導層要讓自己採取最
強硬的手段，來解決所謂破壞他們利益和觸碰這個和諧思想核心的任何問題。這會應
用在解決國家領土分裂問題上，包括在新疆和西藏事件上。我們觀察這個強硬的手段
與態度，某種程度也存在於對台關係上，中共也會用和諧思想來解決台灣海峽的台灣
獨立問題，因為這會損害了中國領導層強調的統一與和諧思想。儘管到目前為止，馬
英九也曾提到過，目前仍有不到上千個飛彈瞄準台灣，因此研究與探討這些問題是包
含在一個總體的概念當中，這個構想特點不僅反映在中國，同時也反映在中國的周邊
環境上。」
中美關係的緊繃對於台海的軍事是否構成威脅？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對於“中
國威脅論”的塑造是一種環境的氣氛，不能等於華府政策的本身，但是在輿論影響來
說，卻更為容易在媒體當中得到宣傳。這對中國而言，既是壓力、也是契機，中國可
以轉向俄羅斯尋求更多的武器裝備和技術。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把首次國事訪問定
在莫斯科，並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說提到：「一個繁榮強大的俄羅斯，符合
中國利益，也有利於亞太與世界和平穩定。中俄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
係，更是最好的一組大國關係。一個高水平、強有力的中俄關係，不僅符合中俄雙方
利益，也是維護國際戰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保障。……人民的深厚友誼是國
家關係發展的力量源泉。這裡，我想講幾個兩國人民相互支持和幫助的事例。抗日戰
爭時期，蘇聯飛行大隊長庫理申科來華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5
蘇聯曾是中國對日抗爭的重要盟友，也是中蘇共關係惡化的最大敵人。蘇聯解體
之後，中俄雙邊關係基本上在解決邊境與打擊恐怖主義的共同問題上緩慢發展。中國
和俄羅斯在兩千年以後的經濟增長，逐漸為兩國關係改善找到經濟的動機。俄羅斯在
普京持續執政之下獲得一定的政權穩定，而習近平上任之後卻面臨美國經濟調整與解
決領土爭端的危機，此時，習近平似乎要為中俄兩關關係的深化發展主動出擊，向俄
羅斯當局示好，包括在意識形態上和經濟利益的退讓。目在於處理維護領土完整的問
題上，中國需要俄羅斯的正面聲援，以平衡與降低中美之間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
和機率。

5

同上：在丘多耶夫訪談一文中提到了：在1938年最初的六個月期間，國民黨和日本在最初的空戰期間，蘇
聯飛行員成功空襲了台灣台北周邊的日本軍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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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俄聯手圍堵中國？
在美國形成的中國將以軍事威脅區域安全的論調當中，對於台海安全的危機無疑是令
台灣方面最為擔心的議題。政治大學教授王定士666前所長認為：俄羅斯在普京執行的
獨立外交政策中，其特點在於擺脫中國的地緣束縛而取得與美國的合作，對於台海安
定是利多於弊。把王教授的觀點進一步的延伸就是，俄羅斯在亞太進一步與韓國和東
南亞國家的合作也是未來俄羅斯亞太政策的延伸。
利普曼和彼特羅夫認為，俄羅斯當局對於中國在亞太戰略中的策略將有所轉變，
主要是莫斯科方面認為中國形成了改變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這將使得亞
洲國家普遍感到威脅而尋求美國的支持，俄羅斯並不想與美國衝突，莫斯科方面將以
加強印度、越南、東盟和韓國的關係來平衡亞洲的局勢，由於梅德維傑夫總統任內過
於親近西方國家而被視為“另一個戈巴契夫”，梅德韋傑夫以登上千島群島，也就是
日稱的北方四島，顯示自己處理爭議領土的強勢能力，此舉曾被視為梅德韋傑夫希望
連任的象徵。但是這卻激化的俄日關係與美俄關係，普京可能認為過於積極的外交政
策將會導致俄羅斯疲於應付。經濟發展與改善內部的生活條件才是普京的外交願望。
換言之，普京重回總統寶座也不會過度與美國正面衝突。日俄之間的島嶼矛盾問題使
得俄羅斯將首先發展韓國關係，這樣一來，俄羅斯將在南北韓問題上偏向韓國，朝鮮
為發展經濟必定要向俄羅斯和美國有所退讓，韓國將成為美俄兩國協調亞洲問題的重
要盟友。7
6
7

筆者過去在與王定士教授請益的過程中，王教授在中美俄競合方面的論述和見解給筆者許多啟發。
高麗大學名譽教授，前外務部長官韓升洲在《朝鮮日報》撰文表示，韓國要在北核問題、北韓改革開放、
遏制北韓挑釁等問題上，引導俄羅斯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Marcel de Haas 指出，“中國威脅論”在普京執政後主要發酵在遠東地區非法移民問題上。俄羅斯輿
論擔憂遠東人口太少，如果不正視非法移民的問題，遠東將被中國人逐漸和平佔領。2005年12月，俄羅斯
內政部長努爾加里耶夫表示遠東移民構成了俄羅斯遠東安全的威脅。由此觀之，莫斯科中央政府和遠東地
方政府對中國威脅的態度不同，莫斯科主要還是站在俄羅斯整體國家安全和地緣戰略的獨立性來考量，提
高遠東經濟的方向是要擺脫對中國的依賴而加強與亞太其他國家的合作發展，那麼，俄羅斯的亞太政策也
有可能會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影響而使中國愈加孤立，因此中國如何給俄羅斯更大的利益使得俄羅斯願意給
中國更多的外交支持，上合組織的作用調整可能更傾向於俄羅斯的能源整合方案。
Stephen Blank 在美國軍事戰爭學院與戰略研究院 (U.S. Army War College and Strategy Studies Institute)
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俄羅斯對中國以及亞洲國家的武器銷售全然沒有考慮中國與俄羅斯的歷史上累積的敵
對關係，也沒有考慮到這些亞洲國家與中國的緊張關係，顯示俄羅斯缺乏戰略眼光和政府決策的無能，這
都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結構失衡和貪污腐敗的結果，反映出俄羅斯亞洲政策是失敗的。這種觀點建立
在俄羅斯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和缺乏長遠安全戰略基礎上來看。
Richard Weitz 認為，俄羅斯對中國的軍售是否影響東亞軍事平衡也是美國關注的問題，對俄羅斯而
言，中國是最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場，就上海合作組織的基礎而言，中俄關係的友好有助於雙方的軍事互信
與武器銷售。
Zevelev Troitskiy 認為，2000年普京執政後，俄羅斯普遍社會心理發生了轉變，認為俄羅斯依靠能源
政策將可以有自己的獨立外交，不必再服務於其他強權國家，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逼迫俄羅斯做自己
不想做的事，這樣轉變影響了俄羅斯對美國的政策，也包括面對核武不擴散條約以及處理中亞和中東問題
上的強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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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執政之後，開始採取雙頭鷹政策，與亞洲國家領導者有實際的交往和政策，
對中俄關係發展問題的重視顯示在：如何再提高中俄貿易額度的同時，兼具考慮到
俄羅斯自身的國家安全與地緣戰略運用的意涵。俄羅斯《全球事務雜誌》(Russiadin
Global Affairs) 主編 Fyodor Lukyanov 撰文指出，認為俄羅斯應該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
亞洲政策，否則只能在經濟上成為中國的小兄弟。普京上任初期，也將俄羅斯的亞太
安全戰略定位在提升遠東地區的作用上。儘管亞洲戰略目標長久以來聲明大於行動，
但這樣的觀點似乎在俄入世之後趨於明顯，並在2012年9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舉
行的亞太經合會議之後逐漸落實。俄羅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將經濟目標轉向亞洲，目
前俄羅斯外交部呼籲中國和日本要冷靜和平處理釣魚臺問題，換言之，俄羅斯也沒有
為中國可能升高的戰事行動做出任何的背書與承諾。俄羅斯有評論認為，亞洲目前是
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中日若爆發戰爭將引起新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俄將在這場危機
中遭受巨大損害。
衛斯里大學教授dPeterdRutlandd認為，俄羅斯融入亞洲成為提升俄羅斯全球競爭
力的關鍵因素，從領土來看，佔有俄羅斯領土五分之一的亞洲板塊上的人口僅有八百
萬人，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石油出口到亞洲地區將繼續帶動俄羅斯的經濟成長。他認
為，美國不應該將俄羅斯推向中國，對俄羅斯的緩和政策將支撐美國對中國圍堵政策
的基礎。目前美國對俄羅斯應不會採取新的圍堵政策，不論在華府智庫所散發出的訊
息，或是在美方重要人士到莫斯科試圖尋求合作的舉措來看，都顯示美國目前並不準
備執行對俄羅斯新的圍堵政策，反倒是希望與俄羅斯未來在經貿關係方面加強合作。
按此方向發展，美國傾向美俄共同合作來圍堵中國，然而，俄羅斯是否有必要參與美
國圍堵中國的政策？這對俄羅斯是否有好處？
顯然，俄羅斯在中美衝突中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沒有俄羅斯的支持，中國似
乎更加孤立於國際環境的敵對氣氛中。中國方面有評論者認為，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
將面臨重蹈晚清八國聯軍的覆轍。中國是否會因此在被列強瓜分利益之後而導致俄羅
斯在這場軍事衝突當中盡佔漁翁之利？俄羅斯因調停而鯨吞蠶食和坐享其成？“中國
威脅論”與“黃禍論”在俄羅斯一向存在基本的民意，儘管漢學家與主事者的態度不
一，但主要由於遠東地區的經濟對於中國的依賴，它的作用在於當中國對於中俄領土
問題採取民族主義策略時，俄羅斯中央就會採取對中國相應的極端政策。中俄有可能
因此陷入軍事衝突與中俄冷戰，如中蘇邊境衝突之後造成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之後，手
段過於激烈而將中國推向了美國的懷抱，這將對台灣的國家利益造成直接的損害。中
俄關係惡化的結果反而有利於中美關係的緩和，這是俄羅斯最不願看到的結果，也是
台灣比較畏懼的局勢，台灣利益是否會變成中美緩和的籌碼？看來台灣與俄羅斯之間
有共同合作的國際環境基礎。
俄羅斯有評論指出，俄羅斯不應該成為中美衝突的炮灰， 88否則俄羅斯會在中美
8

俄羅斯自由的新聞出版社評論員列夫．伊凡，悲觀地認為如果美國要圍堵中國，仰賴能源進口的中國勢必
轉向不受美國控制的俄羅斯；但是如果俄羅斯想要亞太地區的市場，就要為美國對付中國做出犧牲，俄羅
斯就會成為中美衝突中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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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處境中成為爭奪的戰場，對此俄羅斯應該考慮自己的利益，不要成為中國和美
國任何一方的犧牲品。過去兩極冷戰時期，美蘇是冷戰敵對關係，蘇聯解體之後，美
國繼續帶領北約組織東擴，甚至在小布希執政期間擅自退出反導條約，在東歐國家佈
署飛彈。是故美國從來沒有放棄圍堵俄羅斯的策略，俄羅斯已經為此付出巨大的代
價。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將自己的戰略範圍縮小在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當中，普京
為了維護俄羅斯既有的利益與國家發展上升的態勢，還必須犧牲民主體制回鍋擔任第
三任總統。
那為何普京要重返總統職務？戀棧權力或是其他原因？照理說普京回鍋使俄羅
斯仍然走向蘇聯時期中央極權的老路，對於俄羅斯未來民主體制與接班人的養成機制
蒙上陰影，使俄羅斯的政治在將來普京之後仍然走向不確定性，不利於俄國長遠的政
權穩定與民主發展。事實上，這對於梅德韋傑夫應該是福非禍。因為梅德韋傑夫不論
從年紀和經歷來說都還有機會再擔任總統。但是從梅德韋傑夫處理2008年8月1日的俄
格戰爭和2010年11月1日登上俄屬南千島群島（日稱的北方四島9）的國後島的爭議來
看，溫和的總統卻做出強硬的外交舉措，這將使俄羅斯陷入被動的美俄冷戰當中。普
京回鍋首先仍然要穩定國際的周邊關係，包括與歐盟和美國的關係以及惡化的日俄關
係等等，才能全力投入國內的現代化建設當中，不能因為外交的強應影響了俄羅斯的
外部關係而傷害了自身的經濟條件，為此梅德韋傑夫還有時間再鍛鍊。
歷史殷鑒不遠，俄羅斯正謹慎評估中美摩擦並且要為美國經濟復蘇做好準備，美
國對於俄羅斯民主派和右翼支持隨時會成為普京三度執政後的潛在威脅，美國隨時可
以採取顏色革命的方式來影響俄羅斯政治的走向以及新政權的產生，這是俄羅斯最為
擔憂的和平政變，如果俄羅斯在中美衝突中過於親近美國，俄羅斯又將成為下個美國
圍堵的對象，到時候俄羅斯將會非常的被動。俄羅斯媒體有評論認為，美國共和黨向
來對俄羅斯採取敵對政策，如果羅姆尼當選總統之後，俄美關係將會更為複雜。看來
普京歸來與美國復甦以及梅德韋傑夫處理外交問題的能力不足有著密切的關聯。普京
總統將會採取務實的對美關係政策。如果美國將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俄羅斯
將不會強出頭與美國碰撞，同樣希望拉攏美俄關係緩和的步伐勢必緩慢，這將減輕中
國因應來自美國與其他周邊國家的挑釁。
普京上任初期，基於中俄關係的不確定性，改變了葉利欽與江澤民關於中俄石油
管道的協議，認為從安加爾斯克通往太平洋港口的納霍德卡的石油出口管道才是最符
合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利益，從這裡出口石油到日本、美國以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再
從斯科沃羅季諾鋪設一條距離中國邊境七十公里的支線管道到大慶。俄羅斯對於東西
伯利亞到太平洋的石油管道鋪設戰略概念基本是在發展遠東經濟的主導權與石化加工
製造產業以及對中國政治的不確認和不信任的基礎上建構的。就未來俄羅斯石油將成
為中國主要的出口國的長遠利益而言，俄羅斯認為在中美衝突中採取親美態度將不利
於自身未來的戰略安全。但俄羅斯在中美衝突中的不支持態度對中國也構成壓力。

9

國後島、擇捉島、齒舞群島和色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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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因素造成中俄關係增強？
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將面臨東北亞、南北韓問題、釣魚島問題以及南海諸島所屬問
題的衝擊。美國目前將外交陣線由歐巴馬第一任推展的阿富巴戰略轉移到亞太地區的
再平衡政策，中亞遺留下來的恐怖主義問題將順勢交給中俄共同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
來面對。普京強勢執政之後，俄羅斯更加強化遠東地區的地緣戰略優勢來提升俄羅斯
的亞太影響力，中美之間的新型冷戰關係將對台灣產生直接的衝擊與影響。白宮安全
顧問 Victor Cha 是筆者在喬治城大學亞洲計畫部的指導老師，他試圖為美國當局在鷹
派和鴿派找出共識，例如處理北韓的核試成功和導彈發射問題，避免戰爭才是最終的
目標。他認為，美國並不希望進入全面的戰爭狀態，並為此試探中日韓三國合作1100的
可能性。從目前來看，美國認識到中日韓三國利益根本衝突之後，並不希望進入亞洲
戰事，否則會引起二戰之後韓戰促使亞洲冷戰陣線全面的開啟，美國將耗費更大的成
本來進行亞洲軍事的對抗，這對於美國金融危機之後所面臨的國內經濟問題轉型是非
常不利的。因此，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將可能採取有限度的軍事支持，但會以較為攻
擊性的輿論戰略來因應中國的崛起。
美國對於亞太地區佈局的考慮應該不僅是軍售的利益，而是整體美國在亞洲所具
有的信用為美國帶來整體的國家利益，美國將在總統大選後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
顯然，美國對中國的強硬態度顯示，美國正在為亞太經濟關係重組以及吸引美國資金
回流本土投資做好準備，這意味著美國將在總統大選之後將從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的
經濟低谷走向經濟的全面復蘇，美國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成為歐巴馬總統任內的必
然趨勢。亞洲國家正在為美國經濟復蘇後取代中國的經濟空間向美國頻頻招手示好。
筆者在美觀看總統兩次辯論節目時發現，中國是羅姆尼提到次數最多的國家，顯
然中國問題成為美國復甦的首要對抗目標，那麼，美國對於大陸的軍事圍堵事實上也
是為吸引美國國內資金回流、改善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以及提高基層就業率做出的一
種策略，這樣一來，就可以理解為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要在總統大選的提出減
稅的口號，起初這樣的減稅口號令中產階層非常懷疑是偏向美國大企業的騙術，畢竟
小布希總統的反恐戰爭與爆發的金融危機還令美國中產非常反感，後來在十月時進行
了兩場總統電視辯論會之後，羅姆尼的政策逐漸發酵，顯示主軸在於減少對中國的投
資而轉向美國本土。同樣地，歐巴馬的福利政策一直對美國基層具有吸引力，後來經
過辯論之後，輿論突然戲劇性的演變成為導致中產階層負擔過重的原因。
2013年1月10日，美國掌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Kurt Campbell1111在智庫卡內基
國際和平基金會演講，他認為由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工廠，如何把美國在
10

11

由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SIS) 韓國研究部主席 Victor Cha 於2012年12月13日主持的一場關於試探
中日韓三國合作可行性的討論。題為：China, Japan, South Kore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mplication for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s and Order.
http://csis.org/event/china-japan-south-korea-trilateral-cooperation-implications-northeast-asian-politics-and-order
筆者在華府現場智庫聆聽演講，感覺坎貝爾運籌帷幄的講述什麼是亞洲再平衡的意涵，現場座無虛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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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利益重新轉向到美國本土，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關鍵動力。美國對於中國
的圍堵以及亞太島嶼之爭的白熱化似乎都有美國重返亞洲與振興經濟的因素在內。美
國對於日本的底線是否引起中國軍事的對抗，以及是否這種對抗會再度引起冷戰？在
中國尚未全面擴大內需之下，這成為了中國新任領導者的挑戰。中國目前已經展開與
俄羅斯的溝通，並加強與俄羅斯有更多緊密的持續溝通，以期在美國圍堵政策中找到
突圍出口。
叁、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趨勢與影響
筆者試圖提出幾項假設，大抵可以反映上海合作組織的趨勢：
第一， 上合組織逐漸對於東北亞局勢產生的影響，中美若是冷戰，關鍵在於俄羅
斯的態度；
第二， 中美關係若是趨於惡化，目前中俄一期油管已經建成，俄羅斯是否會減少
對中國軍售與石油輸出，在影響俄羅斯的利益之下，俄羅斯會轉向與兩韓以及東南亞
國家的合作，以彌補在中美冷戰中的損失；
第三， 中美俄競合的地點若在東北亞展開，東北亞有朝核危機，與日俄韓有北
方四島與釣魚台等諸多的島嶼領土爭議，中俄對於解決朝核危機有絕對的影響力，日
本受到中俄排擠勢必求助於美國，日韓之間儘管有獨島爭議，美國的介入就更加關鍵
了。美國介入必須避開俄羅斯，美俄關係若趨緩和，中美關係若趨於緊張，中國勢必
尋求俄羅斯的支持。
第四， 南海問題突顯了中國的外交危機，美國積極介入斡旋，加速了中美之間的
衝突，中共當局勢必轉向俄羅斯，這樣一來，中美俄的國際競合重點又再度回到亞太
地區了。
本研究假設的產生首先自於兩個問題：
第一是俄羅斯亞太戰略的建構，2012年3月，普京回鍋擔任總統，與6月出訪中國
進行國事訪問，並且出席了上合組織第十二屆領袖高峰會；8月，俄羅斯正式成為156
個WTO會員國，亞太將成為俄羅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俄羅斯與亞太國家關係的改
善，是否對中俄加強軍事合作造成影響？
第二，俄羅斯的亞洲戰略對於亞太地區以及包括台灣的影響又是什麼？全球金
融危機與俄格戰爭之後，俄羅斯的崛起已經形成美國外交政策的轉向。目前俄羅斯與
哈薩克斯坦在上合組織的機制內達成能源俱樂部的戰略目標，中哈兩國已探明石油位
居世界前三位，俄羅斯石油出口則是全球第一位，俄羅斯天然氣儲量與出口佔據世界
第一位，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能源進口國，無庸置疑，在上合組織架構下，在2012年中
俄之間已經初步完成輸出與輸入的互動機制，中俄對於國際能源的價格與世界政治經
洲國家似乎對美國重返亞洲很興奮，中國則感覺受到了莫名的排擠很委屈，俄羅斯使館的人則是非常低調
的在現場聆聽，因為剛好坐在筆者旁邊，不過現場沒有提到俄羅斯問題，只是美國非常期盼和歐盟有共多
的合作來因應世界的格局變化。

49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XXII: 1 (2013)

Feng-Yung Hu

濟格局的影響無疑地已經非常巨大了。中俄關係的強化是否對台海軍力的平衡造成威
脅？
一、上海合作組織的影響與方向
近年來，上海合作組織的職能已經逐步的擴大與形成影響力，筆者認為研究上合組織
的方向也逐漸從中亞與中俄為核心逐漸轉向俄羅斯對於中亞與中國的影響為研究核
心，主要原因與俄羅斯歐亞戰略與亞太新戰略構成了俄羅斯全球戰略的核心，隨著俄
羅斯的崛起與普京強人政治的再次復甦而得到強化。12
中亞過去的發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蘇聯解體之後與俄羅斯經濟空
間整合的一體化過程，主要目的在於解決盧布流通使用與降低邊境貿易關稅與通過等
問題，其次是俄羅斯對於中亞國家軍隊培訓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美國在九一一事件
之後介入中亞，除了仰賴中亞的軍事基地與共同演習合作以外，最重要的目的在於以
經濟援助推進中亞地區的民主化進程，顏色革命方式的政權轉移成為投資重要方向，
這已經被俄羅斯在國際能源價格上漲產生的經濟實力以及俄羅斯現代化軍隊改革對於
中亞的控制所瓦解，美國在歐巴馬政權之後逐漸在金融風暴與俄喬戰爭的衝擊下退出
中亞地區。中亞的與阿富汗和伊朗核安全將逐漸仰賴俄羅斯與上合組織的合作，中亞
再度回到俄羅斯勢力範圍，因此研究俄羅斯與莫斯科當局的政策，又回到研究的核
心，過去利用中亞與中國對於俄羅斯的矛盾方向已經必須要轉向到俄羅斯執政核心對
於上合組織的影響與普京的亞太新戰略方向上。
政大的獨立國協研究中心主任王定士教授對筆者表示，目前俄羅斯希望在聯合國
12

傅仁坤所長在《中亞五國對上合組織之立場》以及與張益銘合寫的《中亞區域安全與上海合作組織的發
展》，強調上合組織未來必定逐漸增強國際影響力，儘管成員國當中存在政經體制與宗教文化以及經濟利
益的差異。
趙志凌副教授《上合組織的能源議題》切入中亞與上合組織，引述中國經濟報導的觀點認為「未來
發展趨勢可能會依照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06年的上海峰會時倡議，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創建能源俱樂部，主
要目標在於協調組織成員國的行為，達成能源市場的穩定。
Erkin Ekrem，則是來自於土耳其，他寫了一篇關於《土耳其與伊朗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政策立場》的
文章，作者從地緣政治與能源利益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中美俄的大國角力以及土耳其在歷史民族文化傳統
的意義上所持的態度。
張雅君所長在《上海合作組織實踐的困境與前景》一文中認為，上合組織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無法發
揮效果，美國對於中亞在當時的影響力卻逐漸增加，中國確無力影響，長期而言，上合組織對於中亞國家
確是有意的。
傅馨儀副研究員從中亞的角度出發，寫了《上合組織經貿關係》一文，研究了上合組織對於俄羅斯
強化中亞經貿關係產生的作用：包括石油管道舖設、完善法律機制、加大投資力度、調整產業結構與資源
合理配置、以及改善投資環境和交通道路等等。
連弘儀助理教授則進一步強調了共同反恐機制走向國際合作中的經濟合作與國際議題的共識，他在
《俄中在上海合作組織反恐機制下合作之研究》一文中以反恐作為中俄聯合軍演的核心基礎論述該組織的
特點與方向
汪毓瑋教授撰寫的《美國對上合組織的政策立場》，強調了美國中亞戰略的設計從共同反恐到對中
亞國內民主問題的介入，深刻地反映了美國對於中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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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下解決國際爭端的意圖與動作越來越成型，中國在聯合國中的角色也特別關鍵。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2010年9月21日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峰會上表示，全球發展與安
全問題息息相關，經濟問題所引發社會問題包括疾病、低收入戶的增加、失控移民和
恐怖主義蔓延都會導致全球經濟危機。經濟危機成為安全危機的關鍵因素。
二、從普京訪中來看俄外交之意涵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12年5月7日正式宣佈就職之後，旋即簽署總統令表示，要建
立“從大西洋至太平洋”的“歐亞太”一體化空間作為俄羅斯未來外交政策的長期戰
略目標。普京在闊別總統職務四年之後，又在2012年3月4日以63.6%的得票率當選而
回鍋擔任總統，普京上任之後的一個月之內，遂迅速積極展開了他外交上的國事訪問
之旅。然而，普京一開始便缺席了5月18日與19日在美國戴維營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
但卻在5月31日起，連續出訪了白俄羅斯、德國、法國、烏茲別克斯坦、中國和哈薩克
斯坦。其中，普京於6月5日至7日訪問中國三天，停留時間最為長久，並出席在北京舉
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二次會議，與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以
及習近平先後會晤。普京的國事訪問被外界解讀為未來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
疏美、拉歐、合中以及穩獨聯體。整體而言，普京的外交戰略特點比梅德韋傑夫更強
調俄羅斯對於和美國處理國際問題的不同調以及俄羅斯獨立外交的傳統風格，這也是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執政之路必須克服來自於莫斯科反對派勢力的崛起和美國內政干
涉的一種反制作為。而訪問中國是普京建立亞洲關係以及突破西方圍堵的基礎，同樣
地，中國不斷在面臨美國重返亞洲的壓力與南海問題的騷擾之後，中俄之間的關係是
否會有進一步的發展也備受關注。
2012年，普京總統就任之後，並沒有馬上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一方
面輿論認為這是普京與歐巴馬對於敘利亞制裁以及伊朗核和朝核問題不同調的矛盾結
果，巧合的是美國方面也宣佈歐巴馬將不會出席9月份在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舉
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美俄兩國總統似乎有意在國際衝突議題上避免過早的接觸與
攤牌，顯然雙方都以穩定內部問題作為首要的考量；但另一方面輿論也顯示，普京剛
上任總統，對於八國集團的問題沒有時間做好充分的準備，過去四年普京在內閣擔任
總理，首要的工作在於內政，主要體現在對執政黨統一團結黨內部進行控制與整合，
以及加強國內安全問題與反腐改革的工作，但沒有辦法干涉梅德維傑夫總統的外交走
向，而現在普京要對俄羅斯外交採取更多的協調與談判空間，不讓西方國家在經濟領
域和外交領域同步控制全球的政治與軍事格局。
俄羅斯是一個能源輸出國，而歐盟很多國家需要進口能源，如果純粹從經濟角度
上來看，俄羅斯必須在全球金融與歐債危機之後將經濟視角從西方轉向東方，但是從
俄羅斯對歐洲的影響和控制的長遠發展關係而言，俄羅斯屬於西方文明世界的一環，
俄羅斯仍需要對歐洲國家進行紓困來維持歐俄之間的友好關係。在國際政治問題上俄
羅斯與歐洲卻有先天的矛盾關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仍在美國的控制下對俄羅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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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圍堵。
面對來自於西方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圍堵，普京的多極化外交戰略將會全面
從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合作展開，例如金磚國家聯盟，亞洲有中印俄三國傳統對
話的機制，再結合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非洲的南非，其代表著俄羅斯以聯合全球最大經
濟體國家的聯盟策略來影響國際局勢，並且俄羅斯將以其軍事、能源以及傳統外交的
大國優勢，可以在發展中國家扮演協調和組織的角色，以平衡來自於美國或是中國對
於區域控制所構成的威脅與壓力，顯然，俄羅斯在全球治理的目標中找到自己的外交
定位。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在外交方面全面棄守，過去聯繫亞洲的社會主義與國際共
產的意識形態因素徹底毀滅。俄羅斯版圖橫跨歐亞大陸，但是俄羅斯的國家發展和國
力強大來自於受到歐洲文明和科技的影響，俄羅斯對於亞洲的認知受到過去蒙古人統
治、日俄戰爭的失敗、中俄五十年代末期交惡的負面影響，以及蘇聯解體之後中亞民
族對於俄羅斯經濟的逐漸依賴，大批中亞的勞工在莫斯科從事底層的苦力工作，總體
而言，亞洲對於俄羅斯似乎是負面的概念居多。
普京再次回鍋擔任總統之後，首先面對的是西方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所採取的
顏色革命的策略壓力。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期間，外交策略傾向於與西方合作，對於
阿拉伯國家發生的獨裁政權倒台多採取西方的意見，這與普京的獨立外交有一定的區
別，然而普京在總理期間必須隱忍梅德韋傑夫的親西方的外交態度，梅德維傑夫的現
代化與自由化政策事實上養成了俄羅斯的反對派勢力，這對於普京再回克里姆林宮的
道路增加了難度。然而，普京近十年以來在俄羅斯的支持度超過半數以上是無庸置疑
的，因此選舉舞弊的新聞並不能夠影響普京的當選，但是從去年以來爆發的大規模示
威遊行抗議活動卻足以構成普京執政的威脅和壓力。
與此同時，莫斯科的自由派如何在普京執政之後獲得發展的空間，仍是反對派勢
力的抗爭目標。西方在金融危機之後，無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東擴效應下繼
續圍堵俄羅斯，西方同樣面對經濟崛起的中國，人權與支持反對派的工作成為最有效
且便宜的路徑。普京再任總統之後的外交會趨於保守，不會在國際地位上與中國和美
國衝鋒競爭，但是在區域聯合策略上，俄羅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協調角色將會大大
增加，普京仍然會奉行多極與多邊政策，以因應美國單極主義之下和中國經濟獨霸的
操控與影響。
2012年9月，亞太經合會議在俄羅斯遠東海參崴舉行，普京的全球治理戰略將從落
實亞洲戰略開始，屆時俄羅斯將藉由此次會議的多邊與雙邊經貿談判，來提高俄羅斯
遠東的經濟發展並將遠東長期發展作為俄羅斯與亞太地區經貿合作的營運區域，而海
參崴將成為俄羅斯重返亞洲的重要門戶與窗口。
普京的亞洲政策將以能源作為進入亞洲市場的基礎，但是能源不是唯一的因素，
與亞洲國家合理與長期有效的經貿合作關係更符合俄羅斯國家發展所需要的正常化經
貿關係，尤其歐洲受到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的負面影響之後，俄羅斯的能源收入受到
了影響，如果俄羅斯能夠在與中國的能源價格方面取得更多的優勢，中俄關係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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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發展。2001年中俄貿易額106億美元，2011年上升為792.4億美元，中國一躍成
為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中俄兩國領導人也將“2020年達到2000億美元”作為未來
十年中俄經貿關係的發展目標。
普京回鍋擔任總統之後，中俄在遠東地區的合作也值得關注。隨普京一同訪問
中國的有多位內閣部長，其中包括新成立的遠東發展部部長維克托·伊沙耶夫。隨團
訪問還有俄羅斯能源部會首長以及天然氣石油企業與銀行總裁，中俄之間以遠東作為
經濟合作的平台成為普京亞洲新戰略的重點。過去由於遠東地區的地位敏感以及經濟
發展落後，加上人口稀少，長期無法受到莫斯科的關照，再加上普京的反腐政策與打
擊邊境非法貿易聯繫在一起，這引起遠東地區和中國方面的不滿。但是隨著俄羅斯能
源政策以尋求亞洲市場作為未來普京落實亞洲新戰略的基礎，以及藉由亞太經合會議
在俄羅斯海參崴舉行召開之際，俄羅斯需要了解中國未來領導人對於俄羅斯亞洲戰略
的態度，中國是否能夠理解俄羅斯解決內部經濟犯罪問題必須得到中國在中亞地區和
遠東地區關係正常化的合作，以及俄羅斯在亞太區域的經貿關係將無意挑戰中國的地
位。中俄雙方需要在此問題取得互信與諒解，否則普京將對美國重返亞洲以及對中國
主導重啟朝核六方會談以和南海島嶼主權問題採取冷漠的態度。
中國未來新任領導人也同樣面臨來自於內部的鬥爭和美國干涉的問題。普京訪問
中國可以作為瞭解中國領導層對於俄羅斯重返亞洲外交政策的態度。普京的亞洲戰略
對於美國的壓力多於對中國的壓力。中國在亞太地區的任何動作都會引起美國的不滿
和制裁，越南開放金蘭灣軍事基地租用引來美國在南海軍事佈局的動作，黃岩島對峙
問題引起南海區域內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的恐慌以及挑戰了美國傳統
安全勢力的範圍，中國在亞太地區安全問題上更加趨於孤立，經濟崛起仍然無法解決
中國作為大國崛起後所需要的國際支持與信任。
中國似乎只剩下上海合作組織這個國際合作的區域聯盟平台，來平衡美國對於中
國的圍堵。而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逐漸會由俄羅斯代表中亞國家與中國進行各項的合
作與談判。在北約勢力逐漸淡出阿富汗之後，上合組織成員國將在中亞安全與邊境問
題方面增加合作，此時普京訪問中國的重要性與中俄領導人之間的默契與互動是未來
兩國合作的基礎。如果中國領導層認識到普京亞洲政策的態度，那麼俄羅斯將會與中
國有更多的互動與合作，反之，俄羅斯將忽略中國，直接落實亞洲政策，與印度、越
南等東南亞國家連結起來，俄羅斯儘管無意挑戰中國在亞洲的地位，但是在金磚國家
策略聯盟的合作機制之下，俄羅斯將與印度以及其他國家進行更多的經濟合作來平衡
中國經濟的控制，屆時中國會更加感到孤立與壓力。俄羅斯世界和平總統基金會掌管
亞洲事務部的主任格奧爾吉．托羅拉亞教授則認為，俄羅斯的亞太戰略將以平衡區域
發展和獲取經濟利益為主，沒有挑戰中國的意願和想法。中俄之間對於美國重返亞洲
也有基本相互需求的共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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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羅斯入世對中美俄關係的意涵
俄羅斯最終入世了。表面上，俄羅斯作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的自由貿易地位受到了國際
的認可，實際上，俄羅斯扮演獨聯體與金磚國家聯盟之間的重要協調者的影響力已經
確定成形，這與普京再度回到克里姆林宮擔任總統密切相關。普京為俄羅斯未來二十
年的國家戰略安全與經濟發展定下基調——更新基礎設備，提高能源產品的品質和多
元化生產，引進高科技技術和設備，增強獨聯體國家的經濟凝聚力，並且繼續加強與
歐盟國家的合作。作為俄羅斯的第一大交易夥伴和鄰國，中國能從中得到什麼？俄羅
斯未來的經濟結構及其發展方向又是什麼呢?
2012年8月23日，世界貿易組織 (WTO) 迎來全球最後一位重量級成員 — 2011年度
的全球第九大出口國、19萬億美元經濟實體的俄羅斯，成為該組織第156位元成員。從
提出申請到為 WTO 所接納，中國用了16年，俄羅斯用了18年。俄羅斯並非入世談判
最長記錄的保持者，阿爾及利亞的入世之路始於1987年，至今未能如願。
2008年前俄對入世基本上持消極的態度，這主要是俄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
其經濟沒有太多的好處，在普京執政的八年期間，經濟騰飛基本上是建立在能源和武
器產品輸出的基礎之上，俄羅斯的主要交易夥伴為：獨聯體國家、西歐和美國。2011
年，中國成為俄羅斯最大的貿易進口國，貿易量超過830億美元。普京對於俄羅斯發
展的模式基本上定性為在安全框架之下的穩定經濟增長，現在美國、歐盟陷入經濟危
機，此時俄羅斯需要依靠在世貿的框架之下進口設備，給企業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
這與中國入世擴展海外市場有著巨大的區別。
普京這一發展方向基本結合了來自美國專家、企業寡頭和政府智庫的建議。美
國專家給普京的建議是：俄羅斯不需要快速發展lGDP，只要政治穩定，經濟不出現
意外下降，發生如1998年的金融危機，那麼在2020年的人均lGDPl就非常有可能和歐
盟持平，此時俄的國力就會自然進入世界前四名內。企業寡頭則認為，大企業需要將
能源、資訊、運輸甚至是農業整合，提高整體效率，希望跨行業經營成為趨勢，這樣
企業的利潤在入世貿後也會成倍增長。智庫則更多在國家安全基礎上做文章，指出俄
需要在加入世貿之後和現在世界經濟的引擎中國、印度全面合作，但中國和周邊國家
複雜的關係成為俄羅斯的主要挑戰，俄羅斯之前有很多的中國通，這些人對於中國文
學、文化相當瞭解，但對於中國政治、經濟、人文的瞭解不足，成為中俄發展的主要
瓶頸。
美國和俄羅斯的政治關係如何在分歧之中尋找共同利益？比如在敘利亞問題中，
俄羅斯的底線到底是什麼？俄羅斯的外交官在不同的場合中都表示，普京確實有希望
和西方國家靠近，但問題在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很多政治問題上出於自身的利益
考慮，在俄羅斯犧牲自身利益之後，並沒有補償俄羅斯的損失。比如俄羅斯在埃及與
利比亞問題中，做出讓步，但一些美國智庫認為這是俄羅斯軟弱的表現，在敘利亞問
題中俄羅斯就再沒有做出讓步，美國另外的團體則認為這是俄羅斯獨裁與阻礙民主的
表現。這樣，俄外交官結論是：俄羅斯多元、自私，讓步被認為是軟弱可欺，不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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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被罵獨裁專制，現在俄羅斯宜採取中間點，在問題發生初期，堅決不讓步，在敘利
亞尋找另外的代言人，當尋找好代言人之後再讓步，這是俄羅斯現今外交部門精英思
考的準則。
最後缺乏自信心的歐洲如何面對崛起的俄羅斯？歐洲在柏林墻倒塌之後，東西德
的合併初期，德國的統合非常步履艱辛，但是德國在依靠之前西德經濟盈餘、現金為
王和發展基礎產業的一系列政策的鼓勵之下，德國逐漸擺脫東部經濟落後的影響。尤
其在歐元區建立之後，德國成為歐洲的盟主，就連北約在歐洲都成為配角，之前俄羅
斯強烈反對北約東擴，但在德國主持的歐盟權力擴張之後，俄羅斯反對的力度和強度
都減弱。繼美國在2008年陷入金融危機之後，2009年歐洲陷入歐元危機，美國的金融
危機大約只是金融體制在信用體制上存在問題，而美國整個的經濟體制與產業基礎基
本上沒有問題，儘管美國的經濟停滯不前，但美國生活消費品的物價基本沒有上漲，
而且華爾街的股票不但沒有崩盤，還有小幅上漲。歐洲的問題則在於為了平衡歐元區
內的福利，而大幅舉債，這裡非常明顯的國家就是歐豬五國。
2012年7月，兩度被貶職的俄羅斯前財政部長庫德林，在一次關於俄羅斯就業機
會和民族主義問題的新聞發佈會上指出，俄羅斯現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項政治任
務，其實俄羅斯加入世貿談判的進程早就結束了。儘管有 喬治亞（格魯吉亞）一直反
對，但其反對也很辛苦，因為喬治亞很多進出口貿易都是和俄羅斯進行的，並且喬治
亞人在莫斯科打工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收入，喬治亞的基礎設施都是蘇聯留下的，還需
要來自俄羅斯的技術。
此前俄羅斯未能加入世貿主要是西方國家的歧視，現在歐盟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一
時很難化解，需要向俄市場輸出高科技和基礎設備，來部分化解危機，俄羅斯的能源
出口也到了瓶頸，美國、歐盟和俄羅斯基本上也到了相互需要的狀態。此時，俄羅斯
需要更主動融入歐洲，融入國際貿易。歐債危機懸而未決，美國經濟增長不穩定，對
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擔憂，給依賴原料出口的俄羅斯帶來不利影響。
2000年後普京主要解決了蘇聯解體之後的經濟殘局，可以說普京讓俄羅斯經濟止
跌回升，但俄羅斯東部、西部發展嚴重失衡和腐敗、官僚問題惡化成為俄羅斯發展的
障礙。2008年之後，年輕的梅德韋傑夫當選為總統，作為總理的普京曾經希望讓內閣
逐漸年輕化和精英化來解決俄羅斯這兩大問題，但似乎成效不大，只有梅德韋傑夫周
圍的團隊達到了部分年輕化、精英化。2012年當普京再次當選為總統之後，希望再次
使用國際化手段來達到國家發展的平衡，現在莫斯科的發展基本上資金和技術非常雄
厚，如在莫斯科打工的主要以中亞國家和高加索國家的公民為主，這樣當俄羅斯加入
世貿後，莫斯科就可以鞏固現有的優勢。俄現在已經鎖定9月8-9日在遠東舉辦的亞太
經合會議作為俄開始和亞洲國家緊密接觸的第一步。
如果俄希望更有效地利用其地理優勢，那就必須提高對運輸基礎設施的管理，改
變鐵路的低效運轉，消除交通的擁堵和海關的貪腐。俄可以將貨物運輸委託由專業化
公司操作，在大幅下降的關稅面前，貪腐會大大減少，專業化運作會大幅提升俄公司
的運作。俄羅斯國內發展所面臨問題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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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國內能源企業如何在賺取大量的現金利潤後轉化為高科技生產的動能，
俄羅斯在網路的發展過程中有技術上的優勢，但如何將網路技術和民間需求進行結合
成為俄羅斯經濟發展的重點。如果未來俄和亞洲在運輸、物流和糧食安全進行統一管
理，屆時大企業也會獲得空前利益。
其次，專款不能夠專用。當莫斯科中央政府制定出專項用於技術革新的資金之
後，由於某種原因這些資金並不能夠馬上或全部到位，這樣很多地方政府或者是國家
企業就把這些不充分的資金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俄在安大線的付款問題上始終存
在分歧名單問題的終結點並不在於中國方面不能夠及時付款，或者說中國方面故意由
於國際石油的價差問題拖延付款，主要的原因在於俄羅斯莫斯科和地方政府在付款後
的資金分配上存在分歧，兩度下臺的財長庫德林任上最大的功勞就是用能源企業的盈
餘組建了基金，把錢存了起來，為俄財政盈餘做出貢獻。
最後，俄羅斯對於風險投資的資金管理幾乎沒有，這些資金基本上都是由寡頭籌
措，俄羅斯的官僚意識制約了創新思想的發展。如果普京能夠在創新思維、風險投資
上進行協助，這還可以幫助制止腐敗問題的發生，創新和腐敗是絕對不能夠共生的。
當很多人和筆者討論俄羅斯現在貪污的情況時，有的人說不是很嚴重、有的說非常嚴
重、並且數額巨大。俄羅斯的貪污情況在普京時代和九十年代葉利欽時代大有不同，
蘇聯解體時，很多人都是利用有限的資本來收購蘇聯遺留下來的資產，此時經常上演
小蝦米吃掉大鯨魚的場面；在普京時代，很多的寡頭都是將自己的資產或者國有資產
進行組合，然後高價出售，然後賺取巨額差價，這與九十年代把國有資產低價出售時
期大大不同。
俄羅斯加入世貿對中國來講，短期之內沒有挑戰，中國的商品還會依然大量出口
俄羅斯，但長期來講，中國將會面臨空前的挑戰。2020年後俄羅斯和歐盟將會緊密結
合，是朋友也是競爭對手。而中國能夠提供的僅僅是商品，甚至大部分都是低價值、
低附加值的商品，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土面積第一大國，其雖然不能夠在近十年之內對
於中國製造構成威脅，但其內需市場在俄羅斯加入世貿後對於中國的依賴也將會減
少。如印度距離中亞國家、西伯利亞、遠東和南美洲、莫斯科和南歐、北非的物理距
離並不十分遙遠，俄羅斯進口將會更加多元化。
俄羅斯現在的發展重點是：設備更新、跨行業發展、深化亞洲國家關係、在國際
糾紛中不出頭、以拖待變，亞洲國家的糾紛，俄羅斯更多的是旁觀者角色。俄羅斯將
未來十年的戰略定位為：發展基礎產業、跨行業經營、不參與國際衝突，等到2020年
俄羅斯的人均 GDP 和歐盟持平後，俄羅斯將全面崛起。
肆、結論
俄羅斯在解決亞太爭端中逐漸發揮應有的角色。前駐平壤與首爾經濟代表 Toloraya13 則
13

Toloraya 接受筆者邀請訪台時曾告訴筆者，俄羅斯的亞太政策不會與中國爭取經濟地位，但會扮演平衡區
域經濟利益的協調角色。台俄經貿合作關鍵在於台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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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使得俄羅斯成為平衡東北亞勢力的重要夥伴，成為解決朝核
危機的關鍵角色，1998-2003是俄羅斯進入東北亞的關鍵時期。
俄羅斯學者 Luzyanin 認為，普京2000年上任後，外交政策最大的改變就是轉向
東方。Sevastyanovl認為，普京2001年出席上海舉行的lAPECl會議簽署了一系列經濟協
議，把提升遠東經濟現代化目標納入政策領域當中，旨在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之間合
作，為此俄羅斯必須改善西伯利亞通往亞洲的鐵路運輸道路。
Voroninl認為，俄羅斯與東盟成為對話夥伴關係是建立新型關係的體現。2005年，
普京出席了俄羅斯與東盟國家領袖高峰會，強調俄羅斯會加強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在區
域和平、穩定與安全方面的合作，俄羅斯為此通過了《俄羅斯與東盟2005-2015戰略合
作發展計畫》，旨在落實反恐、經貿、能源、投資等領域的互動與合作關係。
Osintseval認為，普京執政最大政策的改變就是伸入亞太地區以提升俄羅斯遠東地
區的經濟發展與戰略價值。總體觀之，美國在911事件之後，俄羅斯與中國都在此間快
速發展與崛起，俄羅斯的亞太政策與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政策增加了中國未來的挑戰，
中美俄在亞太地區的角力也顯示了亞洲未在來經濟與政治上的重要性和複雜性。
第一，亞洲的市場競爭和安全衝突趨於激烈：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給中國帶來
的挑戰與機會是雙重的。中美俄都將在新的執政期間壯大國家發展。美國新一輪“中
國威脅論”主要根據國際局勢變化以及美國國內本土經濟復蘇的需求而來的，俄羅斯
也會根據中美關係來謹慎評估與中國的戰略關係。俄羅斯不會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極欲
升高的軍事衝突中與美國過於親近，但是俄羅斯為獲取更多亞洲市場的利益，會加強
與印度、越南、東盟以及韓國的關係，於是乎美俄在亞太地區展開了外交的攻勢和市
場的爭奪戰。
第二，區域衝突成為轉移經濟問題的伎倆：由於在日俄島嶼爭議的矛盾情緒之
下，顯示梅德韋傑夫還是過於追求外交功績，這也促使普京再度執政，把過熱的國際
紛爭轉移到內部現代化的調整方向上來。中美俄的亞洲競爭要以創造良好外部環境和
合作條件作為外交重點。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已經改變了外部的條件，是故會將視野轉
向俄羅斯。俄羅斯則會在俄格危機和日俄島嶼的冷淡關係下，首先發展南韓關係，俄
韓的友好將有助於減緩朝鮮半島升高的核彈試射危機。北韓也會為了減少對中國的經
濟依賴逐漸強化與美國和俄羅斯的多邊關係。中日釣魚台危機和南海島嶼危機成為了
不穩定因素。朝鮮半島的危機處理是中美俄三國在亞洲全面較量的風向球。
第三，俄羅斯成為美俄衝突的平衡要素：俄羅斯仍會觀望中國是否在改變“韜
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衡量中國的軍事發展是否會持續對亞太區域發展造成威脅，包
括具體的戰爭衝突。俄羅斯在不希望亞太爆發戰爭的情況下，將可能逐步減少對中國
出售先進武器或是提高石油價格以此放緩對中國能源的輸出速度，以此牽制中國和避
免激怒美國和亞太國家。但是俄羅斯是否會因此激怒中國？並成為中美衝突中的砲灰
呢？顯然，習近平對俄的訪問將會減少俄羅斯許多的疑慮。
第四，加強對俄關系成為中國外交重點：畢竟從長遠來看，中國仍是俄羅斯最大
的石油與武器銷售市場。此時，中國面對俄羅斯入世後的產業多元化以及美國資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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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政策，將影響內部的經濟增長速度，此時中國將會持續加強與俄羅斯進行更多緊密
的交流溝通與經貿合作，來確保中國發展內需經濟所需要的穩定外部環境。是故上海
合作組織仍是中俄友好與平衡美國單邊政策的最為重要的國際合作機制與溝通平台。
中俄之間的加強溝通與合作應是中國目前最需要的外交任務，以此觀之，中國將更重
視與俄羅斯的關係，以因應美國對中國的外部圍堵所可能導致產生的內部混亂和經濟
危機。
第五，亞太穩定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目前美國就一連串亞太地區島嶼衝突與北
韓危機升高而加強亞太安全的軍事佈署，俄羅斯將在反對佈署彈導防禦系統上與中國
站在一起，以和平解決區域衝突和談判來避免區域軍事衝突的爆發。同樣地，俄羅斯
若過度在軍事技術和能源出售問題上支持中國，也會引起其他亞洲國家的不滿，俄羅
斯將會加強與亞洲國家之間的溝通，來達到進入亞洲獲取經濟利益和地緣擴張的最終
目的。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直接影響了亞洲國家本身和全球的經濟發展，而美國似乎在
全球戰略佈局中仍有足夠的優勢和空間可以運籌帷幄。此時，中俄的合作似乎更符合
亞洲經濟發展的利益，台灣應可在穩定和平的發展局勢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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