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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
∗
 

高 朗** 

摘  要 

本篇論文是從中共改革開放的戰略佈局，探討其在後冷戰時期如何

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如何因應國力提升，其他國家疑慮與可能的

反制？論文基本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外政策有其一貫性，就是外

交必須顧及經濟建設的大局。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乃是中共外

交的基本方針。縱然國際情勢不斷變化，北京對外策略亦有調整，惟基

本方針從未改變。因此，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傾向於維持現狀穩定，

以爭取時間，發展國力。只要這項政策不變，短期間不會急劇對外擴張，

對周邊國家威脅性亦低。 
論文另一重點，在探討台灣問題與中共改革開放之關係，論及中共

處理台灣問題，始終徘徊在民族主義與經濟優先的兩難之間。文中也分

析中共外交的美國因素，以及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北京與華府關係的變

化。 

關鍵詞：中共、台灣、美國、後冷戰時期、改革開放、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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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八○年代末期，東歐變天，蘇聯解體，全球權力結構因而重組，從兩

極體系轉為單極或單多極體系，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沒有任何國家的

力量足與美國匹敵。卡特政府時期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明確指出二十一世紀初，美國在世界舞台，沒有任何對手，但

全球化與相互依存使美國須顧及新的需求，美國應展現其對全球的領導能

力（global leadership），而不是試圖進行全球控制（global domination）
（Brzezinski, 2004）。嚴格的說，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並非標準之單極體

系，就如政治學者漢廷頓（Samuel P. Hungtington）所言，單極體系應只有

一個超級強權和一些較弱國家（minor powers），沒有其他強國（major 
powers）存在，處理國際事務，超強可以獨斷專行，其他國家無法聯合與

之抗衡。可是，國際現況並非如此，後冷戰時期，美國處理國際事務仍須

他國家協助，強國仍不時抵制美國行動，故漢廷頓認為目前體系實為單多

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亦即介於單極與多極體系之間的混合體系。
1 

對大國（great power）而言，從兩極體系邁向單一超強的發展，國際社

會增加更多不確定因素。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發展，區域強權與恐怖主義的

興起，一再反映後冷戰時期，不是穩定的國際體系，各國均面臨考驗，對

外政策從孤立、結盟到集體安全。不同的選擇，不僅影響個別國家之利益，

亦影響區域之安全及穩定（Kegley & Raymond, 1994）。 
檢討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的變化，除考慮國際體系變動外，亦須考慮

其內部因素。自一九七八年起，中共確立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積極推動改

革開放，對外政策以營造有利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為首要目標。只是，中

                                                  
1 參考 Hungtington (1999)。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是否演變為單極體系，學界從肯定說到
懷疑說，差異甚大。一般認為美國雖係當今唯一超強（superpower），惟須藉多邊主義
實踐國家目標，同時國際體系亦有朝多極發展之趨勢，無論怎麼說，美國今日處境，絕

不同於單極體系之羅馬帝國。相關文獻參考：Krauthammer (1990/1991), Wohlforth (1999), 
Layne (1993), Ny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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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改革之路並不平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及其後國際體系的劇烈變動，

對北京構成嚴重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杕共產世界崩潰後，全球戰略形勢改觀，中共對西方戰略價值，大幅

滑落。面對單一超強局面，中共如何自我定位，以因應外在威脅？

有無必要與其他國家結盟？或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杌八○年代以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擴大與西方交往，對外依存程

度大為增加，西方價值與觀念逐漸滲入大陸，「和平演變」可能性

大為升高，如何防範經濟改革對政權穩定的衝擊？乃是北京另一項

挑戰。 
杈改革開放後，中共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引起主要強國與周邊國家的

疑慮，「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北京如何因應崛起過程，其他國

家可能的杯葛與反制？ 
 
是以，後冷戰時期，中共的外來挑戰來自三方面：坽單多極體系的不

穩定性；夌國際接軌對政權的威脅，以及奅綜合國力上升後，其他國家的

疑慮與反制。這些問題，蘇聯瓦解前，即已形成，惟當時中共與西方為牽

制蘇聯，矛盾並不顯著。當共黨陣營瓦解後，國際體系出現根本變化，矛

盾終而浮上檯面。 
本篇論文重點，是從中共改革開放的戰略佈局，探討其在後冷戰時期

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如何因應國力提升，其他國家疑慮與可能

的反制？論文基本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外政策有其一貫性，就是外

交必須顧及經濟建設的大局。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乃是中共外交

的基本方針。縱然國際情勢不斷變化，北京對外策略亦有調整，惟基本方

針從未改變。因此，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傾向於維持現狀穩定，以爭取

時間，發展國力。只要這項政策不變，短期間不會急劇對外擴張，對周邊

國家威脅性亦低。 
論文另一重點，在探討台灣問題與中共改革開放之關係，論及中共處

理台灣問題，始終徘徊在民族主義與經濟優先的兩難之間。文中也分析中

共外交的美國因素，以及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北京與華府關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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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外交與經濟建設之關係 

蘇聯解體後，華府與北京關係出現變化，美國逐漸將中共視為競爭者。

美國學界不少人以為中共崛起，對其構成威脅。2 該項觀點到九一一恐怖

攻擊後，始漸緩和。就中共國力而言，即使不斷增長，但對外影響力很不

平均。中共對朝鮮半島的影響遠超過對中亞的影響，更不可能與美抗衡

（Chambers, 2002; Lampton, 2004）。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共軍力比美國落後至少二十年

（New York Times, 2003b）。縱使如此，中國國力快速竄升，自然侵蝕美國

在東亞獨霸局面，造成美國的不安。美國國防部報告指出，中共將美國視

為發展的潛在敵手。近年美國不斷加強與日本軍事合作，賣高性能武器給

台灣，並積極推動國家飛彈防禦體系（NMD），都凸顯兩國的矛盾。北京

亦不斷向前蘇聯共和國買先進武器，雙方陷入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將對方軍事部署視為敵對行為。 

兩極體系瓦解，固然改變北京與華府的戰略關係，惟更重要的是，美

國對中共現代化意圖，高度不信任。美國習慣從權力角度，觀察國家的行

為，忽略理念對政策與國家行為的巨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主導下的內外政策，有一套核心理念做基礎，

以現代化作為國家發展的目標。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確

立改革開放的路線，外交隨之出現重大轉折。從以往「戰爭與革命」的對

外關係，轉化為以「和平與發展」為主的對外關係。毛澤東時代以意識形

態劃分敵我，鄧小平時代則實用主義當道（曲星，1999：7）。 
鄧小平以為，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須先解放生產力。他說，「人民生活

長期停滯在很低的水平，不能叫社會主義」。他還說，「貧窮不能叫社會

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1984：53）。中國唯有開放門戶，發展生產力，

                                                  
2 有關中國是否成為美國的威脅？美國學界看法分歧。有關著作更是汗牛充棟，以下為幾
本重要專著與論文，作者包括：Bernstein and Muro (1997), Mearsheimer (2001), Gertz 
(2000), Nathan and Ross (1998), Lampton ed. (2001), Mosher (2002), Chambers (2002), 
Shambaugh (1996), Chamber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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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民生活，國家始能強盛。換言之，不同於毛澤東，鄧小平強調馬克

斯的生產力學說，刻意淡化階級鬥爭的立場。 
鄧小平同時認為，中國要經濟改革，須有和平的國際環境，沒有和平

的國際環境，就無餘力推動現代化建設。他說：「中國要集中力量搞經濟

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

環境，也正在努力創造和維護這個和平環境。經濟建設是我們的大局，一

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1984：112）。 
由此看出，中共對外關係必須服從經濟建設的大局，以維繫和平與穩

定的國際環境。在鄧小平思想指引下，多年來中共外交的核心任務，始終

未變。儘管到了後鄧時代，外交目標不是拓展對外的影響力，而是著眼國

內建設的需要。所不同的是，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巨變，中共外交策略

面臨新挑戰，必須調整，以穩定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因此，中共對外關係深受鄧小平現代化理念的影響，該項理念經過多

年發展，早已形成制度與組織文化，進而發展成中共的利益結構。即使到

後冷戰時期，北京並未野心勃勃地拓展對外影響力，反努力維繫周邊環境

之和平與穩定，以免妨害經濟建設。換言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中

共重視內部建設，遠超過拓展對外的影響力。中共無意與美爭霸，更無意

與鄰國相爭。如果按照中共經濟建設的目標，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國仍是

忙於內部發展的國家，不致對美國或周邊地區構成威脅。 
 作為革命政權，從前中共外交充滿教條口號，容易造成許多誤解。以

和平共處五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惠和和平共處）為例，這是五○年代中共遭西方圍堵，為了爭取第三世界

支持，提出的口號，往後成為對外關係的指導原則（周恩來，1984：
146-153）。平心而論，這些原則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目的在凸顯北京

對外，不會大欺小、強凌弱，彼此關係奠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上。 
理解中共對外關係，不能忽略幾十年冷戰與中蘇關係惡化之歷史背

景。六○年代，北京與莫斯科關係日漸惡化，漸行漸遠。七○年代美蘇激

烈競賽，西方積極拉攏中共，牽制蘇聯。那時中共承襲毛澤東三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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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己劃為第三世界，試圖聚合發展中國家，與美、蘇形成大三角。3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但權力平衡觀卻承襲毛澤東，同樣強調反對霸權主

義，永遠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鄧小平，1984：43）。惟不同於毛澤東的，

鄧小平認為世界大戰發生的機會大為減少，中國應乘此時機，全力推動「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為因應蘇聯壓力，七○年代北京實施「一條線」戰略，

試圖聯合美國，對抗莫斯科。可是，卡特政府上台後，華府與莫斯科關係

惡化，美國反需拉攏中共，不斷示好，包括給予最惠國待遇、進出口銀行

貸款等。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翌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開始對

中共軍售，戰略合作的可能性提高。同年北京通知莫斯科，「中蘇友好同

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一九八○年四月），不再延長（涂亞杰等，1989：
144-146）。 

但美蘇關係惡化，未如預期拉近華府與北京關係，雙方反而波折不斷，

主因是超強間的衝突，大幅增加中共籌碼。北京認為美蘇關係短期內不可

能好轉，而蘇聯又深陷阿富汗，無須太遷就美國，故調整對外政策，改變

以往「一條線」戰略，改採獨立自主的外交（Ross, 1986: 271-285）。 
相對地，蘇聯為紓解美國的壓力，擬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一九八二年

三月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在中亞發表談話，表示願意改善對北京關係，

建議雙方磋商，中共隨即回應，逐步展開雙邊會談（錢其琛，2003：1-40）。

同年九月中共舉行十二大，宣佈未來不與任何國家結盟，中國將走獨立自

主的道路，並將之寫入憲法。鄧小平當時說，「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

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

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

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1984：3）。自此，

原先向美傾斜的外交，轉為比較平衡的外交路線。4 
外交路線的轉向，反映了中共領導階層認為與周邊國家修好，遠重於

                                                  
3 毛澤東曾經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
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1995：600）。 

4 中共十二大改變外交政策，強調獨立自主，西方學者也有認為是中共黨內派系爭鬥妥協
的結果，參考 Hamrin (1984). 



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一期／民國 93 年 9 月 25 

聯美制蘇。該項政策另一優點是，在美蘇之間留下迴旋空間，同時也有助

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倘若北京繼續採取「一條線」策略，可能捲入美蘇

紛爭，進而加劇與鄰國蘇聯、越南的衝突，對於發展經濟建設不利。故不

結盟策略與改革開放，息息相關。中共藉由獨立外交，維繫周邊情勢的穩

定。 
從建國以來，中共與鄰國曾發生多次邊境衝突，七○年代末還出兵越

南，惟短暫對越行動之後，即積極改善與鄰國關係，透過外交談判，逐步

改善與印度、越南及蘇聯的緊張關係。八○年代後期，這些國家領導人紛

赴大陸訪問。一九八八年印度總理甘地訪問北京，距離前一位總理來訪，

相隔三十四年。一九八九年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來訪，結束兩國冷戰。越

南總書記杜梅亦於一九九一年訪問大陸，完成雙邊關係正常化（田曾佩，

1993）。 
從中共角度，爭取周邊情勢的穩定與和平，乃是為了爭取時間，發展

國內經濟建設。台灣位處大陸周邊，雙邊關係的和戰自然影響中共的改革

開放。在發展經濟優先的思維下，中共自然不願對台動武，改提和平統一

（趙紫陽，1986）。一九七九年北京與華府建交，同時調整對台政策，人

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停止對金門馬祖炮擊，呼籲「三通四流」、

「和平統一」。一九八一年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對台「九點聲明」。

其後，為處理港澳問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統一方針，希望台灣

接受。 
外交強調獨立自主，僅反應北京不結盟政策，實際上對外關係主軸，

仍以美國為重心，中共不斷爭取美國的貿易市場以及技術移轉。同時透過

三份公報，限定美國與台灣關係，其中八一七公報，美國同意對台軍售的

質與量不超過建交時水準。5 
另外，為配合經濟建設，北京也積極參與國際社會。一九七一年中共

進入聯合國，受到意識形態影響，許多聯合國相關機構，並未申請加入。

直至改革開放，始申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九八四年加入國際

                                                  
5 參考「八一七公報」。不過，在美國與中共簽署「八一七公報」，其同時也對台灣提出
六點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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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總署，隨後加入國際刑警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一九八六年申請

加入關貿總協（GATT）。 
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九年，西方在聯合中共牽制蘇聯的戰略下，中

共改革開放，得到西方大力支持。相對地，中共也放低身段，全力發展經

濟，努力改善與西方及周邊國家關係，並緩和台海緊張，充分展現外交為

經濟建設服務的思維。這段期間，中共建立經濟特區，積極參與國際與區

域性組織，加速與世界接軌，以有效汲取西方資金、技術，但也逐步加深

對外依賴。 
西方藉由經貿交往，把不同思想與價值帶進大陸，影響大陸人心與中

共決策。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映其憂慮。胡耀邦、趙紫陽的下

台，亦與政治立場不夠強硬有關。總言之，中共的改革開放，無意中把外

國影響力帶入中國，使北京往後回應外在挑戰時，受到各種限制。 

參、六四與蘇聯解體對中共之衝擊 

六四事件前，中共對外關係成效驚人，不僅與美蘇交好，大幅改善與

鄰國關係，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社會（Yahuda, 1989）。一九八九年五月亞銀

年會於北京舉行，蘇聯元首戈巴契夫隨後來訪。可是，六四事件卻毀了中

共國際形象，世人從媒體看到共產黨鎮壓學生運動，無不感到震驚，西方

國家紛紛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北京與西方關係嚴重倒退（Harding, 1992: 
223-229）。 

六四事件不久，東歐出現巨變，共黨政權紛紛倒台，蘇聯亦風雨飄搖，

隨後於一九九一年瓦解。共黨集團的崩解，牽動全球戰略的變化，世界從

兩極體系轉為單多極體系。外在環境急劇的變動，對中共經濟現代化，構

成嚴重挑戰。 
更嚴重的是，國際體系的變動，各國也陷入不確定，紛紛重新評估對

外政策。此時中共與西方在意識形態、軍事與經濟的矛盾，日益顯著。例

如一九九二年英國新駐港總督彭定康未與北京諮商，逕行通過政改方案（彭

定康，1992）。同年，美國亦突破八一七公報，售台 F-16 戰機，法國也宣

佈出售台灣幻象戰機。英、美、法這些舉動，中共懷疑是有計畫地圍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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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九○年代初期，國際體系變化與西方經濟制裁，讓北京感到

強烈不安。但中共依舊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甚至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

與經濟搞不好有關。 
為了持續改革，鄧小平避免與西方直接對抗，提出「冷靜觀察、穩住

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並強調反對霸權，不干

涉他國內政，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決不當頭的政策（謝益顯，1999：
36-37）。面對國際巨變，鄧小平總括形勢認為，「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

第一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

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1993：353）。 
鄧的講話看出，雖然他堅持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但與西方衝突時，

情感上容易回到三個世界的觀點，像反對霸權和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

就不斷從話中出現。縱使如此，這段期間中共的外交並未受到意識形態影

響，鄧小平了解蘇聯瓦解後，戰略形勢的變動嚴重衝擊中共的外在環境，

不實事求是，將連帶影響經濟發展。所以，九○年代初，鄧提出「韜光養

晦」政策，目的很清楚，就是不願走回老路，不願與西方決裂，以免破壞

經濟建設的大局。 
六○年代後期，兩極對抗已經出現變化，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主張。

八○年代中共雖提到多極，但在美蘇對峙下，鄧小平並未跳出大三角的格

局。可是，九○年代初，針對國際形勢的演變，鄧小平提出多極的觀點，

他說：「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所謂多極，

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自己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1993: 353）。

由此顯示，中共雖不想強出頭，卻開始思索，在邁向多極體系趨勢下，如

何維持權力均衡，如何維繫外在環境的穩定？三個世界的思維正式走入了

歷史。 
綜觀後冷戰初期，鄧小平主導之外交，重點在恢復對西方的關係，使

經濟發展不致中輟。這項工作沿著許多層面同時進行，首要任務是突破六

四後的孤立，增進與西方的交往，故高層不斷外訪。事實上，後冷戰期間，

中共遭孤立時間很短，因為西方很快發現，國際衝突解決，中共舉足輕重。

自蘇聯解體，區域衝突與國際危機不斷，往往透過多邊機制（如聯合國），

尋求解決方案。從一九九○年波斯灣危機至一九九四年北韓核武危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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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皆有求於中共。例如一九九○年聯合國討論對伊動武，西方擔心中共在

安理會反對，迫使美國恢復與中共高層接觸，西方也逐步取消對中共的經

濟制裁。6另外，北京對敏感地區如中東、巴基斯坦等地輸出軍火，美國感

覺化解區域衝突，必須中共協助。更何況九○年代中國經濟發展快速，西

方垂涎這片市場，這也是北京很快突破孤立的原因。 
不過，後冷戰時期，儘管中共加大改革開放步伐，同時也面臨與美國

的戰略競爭。蘇聯瓦解改變了全球戰略均勢，中共成為世界最大共黨國家，

「中國威脅論」浮上檯面。北京對華府有關人權的批評，十分敏感。當克

林頓政府威脅以不再延長最惠國待遇，懲罰中共的惡劣人權記錄，北京反

應強烈，聲言不惜恢復到冷戰期間的關係。總言之，後冷戰起始，北京對

華府關係經常擺盪在追求自主（autonomy）或建立依存（interdependence）的

選項間（Yi, 1994: 675-691）。為了改革開放，中共透過貿易建立對美依存

關係，當美國藉此影響其內政，北京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聲浪就不

斷。 
九○年代東歐與蘇聯共黨陣營解體，中共面對另一挑戰是，如何處理

前共黨國家的關係？對此，中共態度務實，強調對外關係，不以社會制度

和意識形態，分親疏遠近。按照中共說法，早在八○年代，北京對東歐即

採所謂「三尊重」，即「尊重它們根據本國情況確定的內外政策；尊重它

們同蘇聯在歷史上形成的特殊關係；尊重它們對發展同中國關係的設想和

做法」（田曾佩，1993：6-7）此一立場即作為重建與前蘇聯共和國和東歐

國家的關係。由此顯示，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已擺脫意識形態，全

從國家利益作出決斷。 
另外，中共外交仍繼續關注周邊環境的穩定，針對邊界問題，與鄰國

達成多項協議。譬如一九九一年中共與蘇聯簽訂「關於中蘇國界東段協

定」、一九九四年兩國再簽署「關於中俄國界西段協定」、一九九三年與

印度簽訂「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協定」。 
中共加強對外關係的另一動機，與台灣務實外交有關。一九八八年李

                                                  
6 六四事件後，北京與華府關係陷入僵局，但 1990 年伊拉克吞併科威特，西方國家想假
聯合國名義出兵，為爭取中共在安理會支持，不得不對中共採取緩和態度，使中共很快

突破外交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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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輝總統上台，台灣逐步放棄「漢賊不兩立」政策。中共警覺國際環境的

變化，台灣外交可能有所突破，故升高與台灣間的外交競賽。譬如蘇聯與

南斯拉夫解體後的新獨立國，中共立即與其建交。而與兩岸皆無邦交的國

家，中共也積極爭取，即使這些國家小到如安道爾、摩納哥，中共也不放

棄。兩岸外交攻防，雙方投入資源雖然有限，卻是七○年代以來最激烈的

一次。 
中共除與前共黨國家重建外交關係外，東南亞三個無邦交國印尼、新

加坡與文萊亦與之建交。台灣重要友邦如沙烏地阿拉伯、南韓，被北京搶

去，台灣則在非洲與中南美（如巴哈馬、格瑞那達、賴比瑞亞、貝里斯、

賴索托、幾內亞比索和尼加拉瓜）有所斬獲（高朗，1994：52-98）。對於

台灣領導人訪問中共友邦，北京反應強烈。例如一九九四年李總統訪泰國，

中共四度抗議，還將人大訪問團行程延後（青年日報，1994）。翌年李總

統訪美，為防其他國家起而效尤，中共多隨即舉行軍事演習。 
綜觀經歷六四事件與蘇聯瓦解後，中共改革開放並未改變。一九九二

年鄧小平南巡明確表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改善人民生

活，只能是死路一條」（1993：372）。所以，國際環境的巨變沒有改變北

京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是針對新的情勢，設法調整外交步伐，改善對西方

關係，強化睦鄰政策，更積極與國際體系接軌。 

肆、後鄧時代中共外交之變化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表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

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1993：372）鄧的講話為六四事件

後，瞻前顧後的改革注入了強心劑。惟鄧小平年老體衰，江澤民掌握實權。

一九九七年二月鄧小平逝世，九月中共召開十五大，開啟江澤民時代。在

大會工作報告裡，江澤民論及外交政策，指出重要方向：坽多極化趨勢有

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夌反對霸權，繼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奅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平等互利為原則，同各國開展貿

易往來、技術合作與科學文化交流；妵各國有權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

制度和生活方式，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妺堅持睦鄰友好的外交路線；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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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發揮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江澤民，

1997）。 
從江澤民講話，看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外交的一貫性，始終以經濟

建設為核心，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軸，不希望國際與周邊環境出現不利的變

化。此一政策始終如一，只是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及中共國力的成長，必須

調整步驟，以穩定外在。 
表面上，江澤民在十五大講話，幾乎蕭規曹隨，如堅持獨立自主、反

對霸權、強調睦鄰友好及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遠近，都是鄧小平時代，早

已推動之工作。 
惟其實際，江澤民時所處的國際環境，更為複雜，主要問題包括：如

何在一超多強體系下維持與大國穩定的關係？如何在全球化趨勢下，加快

融入國際體系，卻不導致內部動盪？更棘手的是，中共經濟發展快速，加

上軍事不斷現代化，已引起其他國家疑慮，中共應如何因應，以防他國聯

手對付？換言之，對北京而言，中國崛起議題，福禍相倚，步入大國之林，

阻力大增。 
六四之後，鄧小平曾說，中國既是大國，也是小國，主張韜光養晦、

不強出頭（1993：105）。然而，就客觀形勢，中共不可能一直韜光養晦。

從北約東擴、歐盟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東亞區域論壇設立，大國勢力

不斷重組或結盟。另一方面，中共改革開放也進入新的階段，爭取加入世

貿，象徵中共開放國內市場，與世界接軌的決心。 
是以，面對新形勢，中共很難以原先策略，處理外在挑戰。一九九四

年後鄧小平因病未再露面，江澤民逐漸顯露鋒芒，對外政策從以往偏重雙

邊外交，改為雙邊與多邊外交並重。對外關係越來越從權力平衡的角度，

檢視自身安全環境，據此延伸因應策略（Christensen, 1996: 37）。 
十五大時，江澤民表示，「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今

後中國發達起來了，也永遠不稱霸。」顯示北京擔心，西方將中共的國力

提升，視為威脅，不得不對「中國威脅論」，進行消毒。 
江澤民掌權期間的外交，可分為五個主要部份：第一，加強與大國的

雙邊關係，擴大互利合作的基礎；第二，倡導對話合作的新安全觀，以因

應國際緊張與衝突；第三，嘗試建立由其主導的區域論壇或組織，提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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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地位；第四、積極參與多邊組織及其活動﹔第五，改善對美關係，防範

台灣外交突圍。 

一、強化與大國之雙邊關係 

後冷戰期間，中共將國際體系看成單極與多極多向發展的過程。江澤

民表示，多極化發展有利於世界和平。這句話的真意是，多極化發展可以

避免美國建立霸權支配體系，符合中共國家利益。為推動多極化目標，制

衡搞單極的美國，中共在不結盟前提下，與大國或區域組織建立了不同名

稱之夥伴關係。 
最早於一九九六年四月，中共與俄國宣佈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一九九七年五月，中共與法國建立「長期的全面夥伴

關係」；同年十月與美國宣佈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同年十一月，

與日本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十二月與

東盟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一九九八年四月，中

共與歐盟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這些夥伴關係的名稱雖然不同，但內涵則非建立聯盟（alliance），而

是搭建彼此互惠的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由於這些聲明的文意抽

象，並無安全承諾，且合作範圍限於低階政治（low politics），故各國樂意

簽署。倘若認為此種夥伴關係，足以約制美國，恐無人相信。不過，值得

注意的，這是中共推動多極化，強化自身安全的重要步驟，目的在防範大

國聯手對付。換言之，中共藉由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聲明，創造與主

要強國共同的利益連結，使中共步入二十一世紀時，感覺國際環境與周邊

環境更安全、更有次序。此也符合前述中共外交的首要目標，即創造與維

持和平的國際環境。目前很難預估這些雙邊關係的走向，但中共以主動方

式，引導大國關係的企圖心，已見端倪。 

二、倡導合作對話的新安全觀 

中共所謂新安全觀，是針對後冷戰時期美國不斷介入其他國家紛爭，

尤其一九九九年美國對科索沃的武力干預，讓中共極為憂慮，擔心美國往

後亦援例介入台海。所以，中共公開主張以軍事結盟為基礎，以武力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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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都是冷戰遺留之舊安全觀。新安全觀是建立在裁減軍備、多邊對話、

不率先使用武力，以及經由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基礎上（中新社，1999）。 
江澤民於一九九九年三月在日內瓦裁軍會議，正式提出新安全觀的論

述，往後中共在各種國際場合不斷宣揚。例如二○○二年七月東盟區域論

壇，中共提交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內容包含背景、政策與實踐（大

公報，2002）。江澤民的新安全觀與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策略上有

相通之處，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批判美國的「霸權主義」，降低美國

海外用兵的正當性，藉此將自己定位為和平的愛好者，爭取國際認同，以

減低中國崛起引起的國際疑慮。 
如今新安全觀已成中共處理國際安全的指導原則，目標以維持國際秩

序，建立穩定的周邊環境為首要考量，此也反映中共已渡過後冷戰初期「韜

光養晦」階段，而以更積極的態度，營造有利經濟發展的外在環境。 

三、建立區域合作機制，發揮主導力量 

江澤民執政期間，除與大國建立不同名稱的夥伴關係外，亦試圖在地

區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譬如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北京堅

定不讓人民幣不貶值，當時發揮了安定亞洲金融的作用，不僅凸顯中共的

經濟影響力，同時贏得區域國家的正面評價（Economist, 2003: 1）。二○○

一年中共進一步推動區域合作機制，在六月成立上海合作組織，成員除中

共外，還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五國。該組

織秘書處設於北京，合作方向包含維護地區和平、加強地區安全與信任、

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與各種犯罪活動等。從秘書處所在地看出，

這是中共一手策劃的，目的除為西部疆域安全，另外則是為了多極化發展，

建立沒有美國參與的區域安全組織。 
如果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共塑造安全環境的嘗試，博鰲亞洲論壇則

是中共建立經濟合作的另一努力。二○○○年四月博鰲論壇在海南成立。

去年論壇年會邀請亞洲地區產官學界人士與會。出席者包括中共總理朱鎔

基、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泰國總理他信、韓國總理李漢東與越南副總理

阮孟琴以及港澳地區特首等，計有 2,000 人參加。值得注意的是，亞洲論壇

雖定位為非政府性質，惟永久會址設於海南瓊海市的博鰲，中共投入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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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延請前東盟秘書長辛格擔任秘書長，目的顯然是為了建立由其主導的經

濟論壇。 
無論上海合作組織或博鰲亞洲論壇，特色之一是沒有美國參與，全由

中共主導。雖然這些合作機制剛起步，功能尚待檢驗，但透露一項訊息，

就是北京從以往參與多邊機制，逐漸學習創建與主導多邊機制，以更有效

的塑造有利的周邊環境。 

四、積極參與多邊組織及其活動 

江澤民是中共參與國際活動最多的一位元首。從主政以來，中共即不

斷擴大參與區域性與全球性的組織。譬如一九九四年開始的東盟區域論壇

（ARF），中共全力投入，並於二○○一年與東盟確立十年內建立自由貿

易區（CAFTA）。另外，一九九六年開始的亞歐會議，中共也積極參與。

一九九三年開始的亞太經合會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江澤民從未缺席，他善

用此一場合，從事多邊外交。 
千禧年十一月，中共加入世貿，正式融入國際貿易體制。同時，在聯

合國及其相關機構，中共日趨活躍，從裁軍、維和行動以致聯合國改革，

無不積極參與。此外，中共也簽署多項國際公約，與安全相關的包括「核

不擴散條約」、「全面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以及「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

等。 
後鄧時代，中共對外政策並未改變，依舊延續鄧小平路線。中共前外

長唐家璇曾在聯合國表示，「中國的發展目標是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

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要做的事情

還很多，⋯⋯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一心一意發展經濟，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這是中國確定的國策，不會動搖，更不會改變」（2001）。由此看出，中

共外交為經濟服務的政策，始終一貫。目前中共努力的目標，是讓國際社

會，特別是大國，習慣並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 
鄧小平時代，外交側重雙邊關係，持盈保泰，不輕易出頭。江澤民則

更注重全球化發展，多邊外交成為重點。這些差別不意味江澤民與鄧小平

有本質的不同，而是中共國力增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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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善對美關係，防範台灣外交突圍 

一九九七年以來，美國與中共關係時好時壞。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後，

華府與北京關係大幅改進。從中共觀點，約束台灣外交行為，最有效是透

過美國施壓。一九九八年克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提出對台「三不」政策，

就是在這一背景產生的。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共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雙方

關係一度緊張。不久李總統提出「兩國論」，華府採取反對立場，恐再引

起台海危機。縱然如此，克林頓總統時期，華府與北京的矛盾並未化解，

雙方在經貿、武器移轉、人權等議題，摩擦不斷。 
公元二千年，台灣與美國出現政黨輪替，為台海注入新的變數。小布

希總統上任不久，就為「中美撞機事件」，與北京陷入緊張。美國新政府

的國防政策亦加深中共疑慮，尤其在台灣問題，小布希總統曾說出防衛台

灣的話。惟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調整戰略部署，反恐列為急務，亟需中共

支持，華府與北京關係有好轉跡象。惟就長期而言，中共力量的崛起是否

符合美國利益？美國國內意見分歧，並無定論。亦因如此，華府與北京間

相互猜忌，缺乏互信，台灣問題往往是導火線。 
綜觀後鄧時期，江澤民外交有其可觀之處，不僅順利收回港澳、贏得

二○○八年奧運主辦權，且不斷提升其在國際與區域的角色。在邁向二十

一世紀初，中共不斷強調多極化與全球化的趨勢，前者指權力平衡，後者

指經貿脈動，北京沿著兩條軸線，不斷擴大參與，小心翼翼融入國際社會，

避免成為敵視的對象。 

伍、台灣問題的困境 

 一般印象，中共總以民族主義，揭示台灣問題，強調國家統一的重要

性。可是，中共對台政策的轉變，由武力統一到和平統一，與改革開放密

切相關。為了實現現代化，北京亟需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一海之隔的

台灣正處於大陸周邊，若優先發展經濟，台海情勢必須緩和，並可避免與

美國直接衝突。所以和平統一策略，如同中共外交，是中共國家發展策略

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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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民族主義對中共依然重要，既是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也是潛在的顛

覆力量。事實上，改革開放中，北京始終面對民族主義與世界接軌的矛盾。

處理台灣問題，同樣也面對民族主義與經濟優先的矛盾。 
回顧歷史，中共始終被視為民族主義政權，五○年代兩岸曾爆發二次

軍事危機，以武力解放台灣一直是中共的政策。可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實

施改革開放，不久與美建交，經濟發展放在優先位置，對台改採懷柔政策，

呼籲三通四流、和平統一。北京宣稱統一後，台灣可維持既有生活方式、

政治制度不變。一九八二年，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一國兩制」，以「井水

不犯河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存方式，達成國家統一。惟台灣領導

人從蔣經國、李登輝至陳水扁，不願接受「一國兩制」安排。多年來台灣

民眾願意接受「一國兩制」安排者，大約不超過 10%，七成以上民眾始終

反對「一國兩制」（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3）。 
 從北京立場，敦促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可以解決民族主義與經濟

發展的矛盾，符合中國現代化的需要。即使短期台灣無法接受，雙方只要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不損傷民族情感，台海可以維持和平。是以，台

灣問題走向和平解決，是中共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所制定的政策。也就是

說，為推動現代化，中共採行睦鄰政策，與所有周邊國家修好。台灣近在

咫尺，升高緊張對中共經濟不利。尤其大陸經濟重心在沿海，兩岸一旦衝

突，沿海城市首當其衝，很容易破壞中共經濟佈局。因此，緩和兩岸關係

對北京領導階層極為重要。 
在經濟優先的考量下，大陸對台灣的民族主義已變成只要面子，不要

裡子。台灣不要公然丟棄「一個中國」，是大陸民族主義的最後依託。可

是，九○年代隨著台灣民主轉型，最後依託也逐漸淪喪，造成台灣問題成

為中共現代化過程的不確定因素。台灣民主後，新領導人急欲爭取國際空

間，本土意識大幅提升。兩岸原先存在的「一個中國」共識，步步動搖。

北京儘管不斷威脅警告，批評台灣領導人漸漸走向台獨，實際上卻為了自

身經濟大局，不斷調整政策。一九九二年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以求

同存異方式，達成各自解讀的諒解。一九九五年江澤民提出對台八項主張，

雖提及「一國兩制」，卻建議在統一前，兩岸先談終止敵對狀態（聯合報，

1995a）。江的講話，意味只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統一可分兩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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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一再調整步調，並不是自欺欺人，而是為了經濟，爭取發展的時間，

避免與台灣攤牌。 
 縱使如此，江八點發表不到半年時間，台海情勢卻轉趨緊張。一九九

五年五月美國同意發李總統簽證，雖強調此行為非正式訪問，對北京政策

沒有任何改變（聯合報，1995b）。但中共顯然陷入困境，一方面擔心不反

應強烈，各國可能起而效尤，往後更難阻止台灣的外交突圍；另一方面也

擔心國內民族主義的聲浪，如不強烈反應，可能造成領導危機。因此，北

京嚴重對美交涉，採取系列報復行動，且於李登輝訪美後，舉行飛彈試射

與大規模軍事演習。這是對越戰爭後，北京對周邊地區進行最大一次軍事

威嚇。7 目的在向華府宣示決心，不容許台灣獨立或發展與與美國進一步

關係。 
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經由美國不斷協調，兩岸關係再度回穩，並

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總統接受「德國之聲」訪

問，表示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引發任內第二次台海危機，後經美

國積極斡旋，不久台灣因發生九二一地震，衝突暫告化解。 
 由九○年代兩次台海危機，說明台灣問題具有爆炸性，不僅為東亞的

不穩定因素，也是中共現代化的不確定因素。對中共而言，為了經濟發展，

不願台海緊張，從「一國兩制」到「江八點」，一再顯示中共希望和平解

決。即使短期無法解決，至少台灣不要在法理上宣告獨立。如果台灣宣佈

獨立或採取獨立步驟，在民族主義壓力下，北京將被逼入死角，寧可犧牲

經濟，也要阻止台灣行動，此在中共國防白皮書確切表明。8 一九九五年

北京對美的抗議聲明指出，「美國有些人認為，中國有求於美國，會在台

灣問題上吞下苦果，這完全暴露了他們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聯合報，

1995c）。 
 目前中共的基本國策是，推動經濟建設，在本世紀初，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是以，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符合中共根本利益。可是，短短

十年間，連續兩次台海危機，顯現台灣問題足以顛覆中共現代化的進程。 
                                                  
7 1988年 3月中共與越南曾在南沙群島赤瓜礁海域，爆發軍事衝突，惟規模很小。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在論及台灣問題，表示「台灣獨立就意味著重新挑起戰爭，製

造分裂就意味著不要兩岸和平」（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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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二千年台灣總統大選，支持台獨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兩

岸進入新的緊張狀態。跡象顯示，民進黨政府並無獨立的準備，陳總統就

職演說提出「四不一沒有」，試圖舒緩中共的疑慮。中共再度面對民族主

義或經濟優先的困境。結果中共再度壓抑民族主義情緒，表示將「聽其言，

觀其行」，主張在九二共識基礎下，恢復兩岸會談。 
另外，北京也逐漸展露對台灣新政府的彈性，以往「一個中國」三段

論述，產生微妙變化，中共不再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而說「台灣

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9 同時也改變以往排斥民進黨政策，容許民

進黨人以適當名義前往訪問。中共所有這些政策，目的只有一個，希望台

灣不要再往台獨道路走，否則可能逆轉中共經濟發展的佈局。陳總統執政

期間，儘管提出「一邊一國」主張，中共在批判之餘，並未採取更激烈行

動，且在三通議題放寬立場，同意將雙方航線界定為「兩岸航線」，並鼓

勵台灣以包機在春節直航。 
 針對台灣政局變化，中共因應策略總括有二：第一，透過美國向台灣

施壓，使台灣不敢向台獨之路邁進。第二，透過大陸市場的誘因，在台灣

內部形成壓力，迫使台灣當局開放三通，讓兩岸經濟更為緊密，使其不會

與大陸全然決裂。第三，中共也做出最壞打算，必要時打一仗。過去幾年，

大陸於沿海部署幾百枚對準台灣的飛彈，同時不斷為決裂作準備。 
從經濟建設考量，中共目前不急著改變台海現狀，反而擔心台灣改變

現狀。所以，從中共推動現代化的策略看來，只要台灣不走向獨立，兩岸

冷和的局面可以維持相當期間。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台灣本土意

識的快速增長，使中共設下兩岸和平的前提，不斷受到挑戰，北京因而陷

入民族主義與經濟發展何者優先的困局中。 

                                                  
9 2000年 8月 23日，中共副總理錢其琛與台灣媒體訪問團提出上述看法，往後成為對台
的政策（聯合報，2000）。另外，江澤民在十六大工作報告，亦作同樣表述，他說：「大
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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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中共外交的美國因素 

 二○○二年十一月，中共舉行十六大，完成後鄧時期首次權力接班。

一般預估，江澤民的外交路線仍將持續，改革開放政策亦不會改變。十六

大後，中共外交仍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軸，搞好睦鄰關係，爭取周邊環境的

穩定與和平，以發展大陸經濟。10 
 過去十餘年，中國大陸的北、西、南三面的周邊環境，逐步穩定，唯

獨東邊關係最弱。11 從朝鮮半島經日本、台灣到南海，都在美國影響下，

大陸東南沿海又是中共經濟的火車頭，若對外衝突，勢將延緩，甚而破壞

經濟發展。所以，展望未來，中共外交以穩定東邊關係為主，美、日外交

成為重點。 
 後冷戰期間，中共整體國力不斷提升，引起其他國家疑慮。儘管短期

內北京無意擴張，亦無意挑戰美國勢力，一再表示絕不稱霸。不過，中國

崛起的本身就意味對既有秩序的挑戰。尤其中共政權的性質，使美國感到

中共壯大後的不可測性，擔心是否會像歷史上中華帝國控制周邊國家，甚

至控制東亞地區？此種不信任感刺激美、日合作，因應中國崛起的威脅。 
對中共而言，如何防範美、日、台灣連成一氣，組成「準軍事同盟」，

是北京亟需克服的問題。克林頓政府以來，美國研擬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中共是主要對象。美、日加強軍事合作，修改防衛指針，美國並加強亞太

軍力部署，強化關島前沿進攻基地，並不斷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讓中共

備感壓力。中共因應策略是對國力成長，儘量低調，避免授人口實。另一

面，不斷增進與周邊國家與大國間關係，運用矛盾，避免遭到圍堵。中共

瞭解西方非鐵板一塊，美國與歐盟有矛盾，美國與德國、法國、俄羅斯、

日本均有矛盾。中共利用這些矛盾，可避免成為他們的敵對目標。 
中共亦不斷運用大陸的商機，創造與主要強國間的共同利益，使他們

                                                  
10 江澤民在十六大工作報告指出，「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中國外交政策

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2002）。 
11 2001年 7月，中共與俄羅斯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象徵中共北方邊境將不再
是威脅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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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與其為敵。北京並以聯合國或其他區域組織為平台，強調透過多邊機

制，化解分歧，以制衡美國的單邊主義。近來無論伊拉克問題或朝鮮半島

問題，皆顯示中共的外交手腕，日趨靈活，區域聲望不斷提升。有分析者

指出，中國的崛起使北京逐步走出從前遭帝國主義壓迫的陰影，改而以更

負責任的態度，扮演區域大國的角色（Washington Post, 2003）。 
後冷戰時期，對美關係仍是中共對外關係的主軸。北京對華府的感受，

交織在對抗與合作的矛盾中。從老布希、克林頓到小布希，每一位總統都

經歷與北京關係的起伏。一方面，雙方為了貿易逆差、智慧財產權、武器

移轉、人權與台灣問題，爭議不休。另一方面，雙方又在區域衝突問題、

反恐問題，進行合作。中共深切瞭解，後冷戰時期，大陸的安全威脅來自

東邊。改善對美關係，將可紓解東面安全的壓力。 
九一一恐怖攻擊前，美國新任總統小布希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曾表

示台灣如遭中共攻擊，美國將防衛（New York Times, 2001）。不久兩國軍

機擦撞，造成嚴重外交危機。美國輿論對中共強勢要求道歉，十分不滿，

進一步強化中共是美最大威脅的印象（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1）。而

小布希政府亦對台灣友好，積極對台軍售，並提升台灣領導人過境禮遇，

北京與華府關係急速倒退。 
可是，軍機擦撞事件不到半年，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布希政府急劇

改變美國的國防戰略，反恐成為美國急務。為了出兵阿富汗、伊拉克以及

防堵恐怖組織，華府亟需北京的協助，雙方關係又再度好轉。同時，中共

表明與西方站在反恐陣營，並協助說服巴基斯坦參加反恐。去年朝鮮半島

再度爆發核武危機，北京成為美國與北韓間的調和者，六方會談於北京舉

行，更凸顯中共對朝鮮半島安定的影響力。二○○三年九月，美國亞太助

卿凱利（James Kelly）於國會作證表示，華府與北京關係目前在許多方面

是近年來最好的時刻（Nye, 1998; Lieberthal, 1998; Kelly, 2003）。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一事件大幅改變美國對國際體系與國內安全的認

知，北京在美國全球反恐戰略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同樣地，北京對恐

怖主義亦心懷戒心，擔心國際或周邊情勢不穩，進而影響大陸經濟發展。

同時新疆也有回教激進組織，所以中共願意參與反恐，有內外因素的考量。 
北京與華府在全球反恐，攜手合作，顯示在蘇聯瓦解十年餘後，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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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在戰略層次找到契合點（Lampton & Ewing, 2002）。對華府而言，現

階段反恐高於一切，以往與中共的摩擦，如今變為次要問題，這也是九一

一後，華府積極改善對北京關係的主因。去年底小布希見溫家寶時，竟稱

中共是美國的外交夥伴（partners in diplomacy）（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3）。 

對北京而言，反恐固然重要，但位階不及台灣問題、國家飛彈防禦系

統問題。現階段中共最擔心台灣走向獨立所引發的衝突，因為勢將衝擊大

陸經濟建設。為了避免與台灣攤牌，北京越來越倚賴華府對台北施壓，迫

使台灣領導人不致冒進。自一九九六台海危機後，美國在台海扮演日益吃

重的角色，表面聲稱不介入，實際上華府不斷經由外交途徑，敦促兩岸自

制與對話。 
克林頓政府時期，針對台灣領導人不斷挑戰兩岸框架，美國內部也展

開辯論，探討因應方案（Tucker, 1998-99）。從奈伊（Joseph Nye）建議之

戰略清晰取代戰略模糊；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提出台灣不獨，

中共不武，以及當時亞太助卿羅斯（Stanley Roth）提出之中程協議（interim 
agreement）構想（Roth, 1999）。前述觀點多少會偏移美國既有的兩岸政策。

克林頓政府幾經考慮，最後依舊強調兩岸政策不變，只在一九九七年訪問

大陸時提出「三不」。 
 小布希政府雖對台友善，惟九一一事件後，國際戰略形勢改變，台灣

試圖挑戰華府與北京建構的兩岸框架，不符合美國利益。去年底小布希接

見中共總理溫家寶，公開表明反對兩岸任一方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白宮資

深官員主動對記者闡述在兩岸議題，小布希總統已放棄以往部份的模糊策

略，如果中共動武，美國會介入；台灣如果片面改變現狀，美國同樣反對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2003）。同時，美國也質疑

陳水扁總統選前推動公投意圖，認為可能對台獨運動火上加油，故表示強

烈反對（New York Times, 2003a）。 
總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外交目標是營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國際

條件，此一政策從未改變。後冷戰時期，中共對美關係可以說既合作又競

爭，雙方擁有許多共同利益，但彼此間差異，卻造成諸多摩擦。北京策略

是儘量避免與美直接對抗，以舒緩崛起過程的外在疑慮，並穩定東面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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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環境，以爭取時間，發展大陸經濟。九一一恐怖攻擊後，華府亟需北京

對反恐戰爭的合作，因而大幅改善關係。美國為避免兩岸衝突，漸漸擺脫

模糊策略，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換言之，美國與中共在防止台灣獨

立，目前利害與共。 

柒、結 論 

 探討中共外交的變與不變，對了解東亞的安全環境意義重大。中國崛

起是蘇聯瓦解後，世界面臨的重大議題。中共改革開放亟需外在的資金、

技術與合作，更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實力日增，並不必然代表著威脅。

二次大戰後，德、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再崛起時並沒有對外構成威脅。

過去二十年，中共崛起靠的不是槍炮子彈，不是爭取勢力範圍，而是靠著

經濟改革與世界接軌，此種和平發展模式，與以往靠爭取殖民地、搞勢力

範圍的帝國主義發展模式，截然不同。因此，將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劃上

等號，並不恰當。 
進一步說，現階段中共國力儘管增長，並無證據顯示其有改變亞太現

狀或台海現狀的企圖。維持周邊環境之穩定與和平，乃是鄧小平訂下的國

策。該項政策性質是保守的，認為改變現狀會破壞安定，使其無法專注國

內經濟建設。換言之，只要持續改革開放政策，中共對外軍事擴張的可能

性很低。譬如南海問題，近年中共格外低調，二年前中共與東協國家簽署

避免南海衝突的協議（New York Times, 2002）。另外，中共也在不同國際

場合，強調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為提升其國際地位，中共日漸

以更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國際問題，以舒緩外界對其快速成長的疑慮。 
理解中共外交與經濟建設的關係，對於台灣規劃兩岸政策也有助益。

中共倡導和平統一，乃是配合改革開放的需要。是以，除非台灣走向獨立，

中共不會對台動武，以免破壞安定的周邊環境，損害自身經濟。 
因此，台灣應利用中共的這項戰略選擇，調整自身經濟與國防政策，

避免捲入亞太軍事競逐，成為中共疑慮的對象。台灣應掌握兩岸互利互補

的分工趨勢，在大陸經濟成長過程，成為主要獲益者。 
目前中共數百枚飛彈對準台灣，對台灣而言，確實是威脅。但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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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北京為何要將幾百枚飛彈對準台灣，目的為何？難道其不想維持台海

的穩定？難道其想讓美、日找到更多藉口，形成以中共為假想敵的聯合陣

線？所以，從中共角度，無論不肯放棄對台用武或者以飛彈對準台灣，其

實反映了北京的恐懼，擔心台灣進行政治冒險，突然宣告獨立。如果發生，

必然打亂大陸經濟佈局。是以，中共以飛彈威嚇台灣，預防性大於攻擊性。

只要台灣無意試探對岸民族主義的底線，為了中共自身利益，不會貿然對

台動武。 
如今兩岸正陷入安全困境，中共的防禦動作，在台灣眼裡，充滿著敵

意。台灣買先進武器，中共認為在為分離做準備。除非兩岸達成某種政治

諒解，否則任何誤判，皆可能引發衝突。對台灣而言，維繫與美國緊密關

係，藉由武器採購嚇阻中共，對台海的穩定確有幫助。惟台灣不能走過頭，

陷入軍備競賽的漩渦。12 如台灣過於迷信購置先進武器，只會遭致更多飛

彈的瞄準，台灣也將更不安全。換言之，台灣安全既不能寄望於對岸的善

意，更不能寄託在武力之上。根本之道仍在改善兩岸政治關係，找尋雙方

最低限度的共識，減少猜忌與不確定因素。 
中共對穩定周邊環境的渴望，依舊是台灣發展兩岸關係的一把鑰匙，

藉此可以開發更多的共同利益與灰色地帶，逐步消弭對峙氣氛，使兩岸朝

互利共榮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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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China’s Foreign Policy Really Chan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ang Kao*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how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has been 
affected by Deng’s idea of modernization. In Deng’s view, if China wants to 
develop its backward economy, it urgently needs to maintain peaceful and stable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Beijing has consistently followed Deng’s idea of modernization, thereby 
de-escalated tension with its neighbors such as former Soviet Union, Vietnam, or 
India. More importantly, Chin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1979. In other words, the purpose of Chinese diplomacy under the rubric 
of modernization is not to expand influence abroad but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dramatic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bloc, Beijing seems not to change the way of its foreign policy. It continues to put 
much attention to its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 and its neighbors with a hope that 
the peaceful and stable situations surrounding China could be maintained without 
any disturbance.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Chinese power and its economy entwined with 
global economy, Beijing gradually finds it mo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Beijing’s relations with Taiwan in 
recent years 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9/11 incident. 

Key words: China, Taiwan, diplomacy, moder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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