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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台北論壇基金會「政策創新研究獎勵」計畫 

考察報告 

中菲的南海衝突剖析與台灣的定位 
翁俊桔 

國立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後專案助理研究員 

 

一、 前言 

    關於中國與菲律賓在南中國海(以下通稱南海)的主權爭

議，其實並不是新的課題，因為早在上世紀的七零年代就一

直困擾著中菲兩國的國境安寧和漁民生計；不過，直到近年，

由於大量的戰略能源發現之故，該爭議才被南海周邊國家(指
六國七方)和世界各國所重視。1誠然，除了前述的能源因素

之外，似乎尚有政治、經濟和安全等相關因素的相互激盪；

諸如美國「重返亞洲戰略」的提出(政治因素和安全因素)、
資源開發(經濟因素和安全因素)以及南海周邊各國的經濟實

力快速提升(經濟因素)的使然。2也因此，南海爭議不僅僅是

中菲和周邊國家關注的重點，同樣地，也逐漸變質成為影響

上述國家之外交政策的關鍵，這是同為區域爭議成員的我國

所不得不正視的課題。 

    關於主權爭議的討論，外界大致會從安全、政治和經濟

等面向來進行剖析。若撇開國家核心利益(領土主權、生存空

間)不談，而僅就現實利益的角度來考量的話，安全和政治的

利益訴求都不是中菲兩國目前亟需積極因應的課題，因為兩

國無論在軍事力量、地緣政治和意識形態等方面，似乎都沒

                                                       
1  六國是指中國、越南、菲律賓、馬來西亞、汶萊和印尼；至於，所謂的七方是指除了前述六國

之外，尚包括我國(中華民國臺灣)等國家。 
2  南海主權爭議最早是起因於聯合國於1969年所公布一項調查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南海海域底

下蘊藏大量的石油和天然氣。接下來，隨著1971年的石油危機爆發和1973年的聯合國海洋法會議

的召開(討論關於200海里專屬經濟海域的設立規定)，南海周邊各國隨即開始對南海海域的島礁

主權產生高度的興趣，進而紛紛以各種途徑佔領相關的島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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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構成嚴重衝突的必然性。至於，有關區域外的強權國家(係
指美國和日本兩國)的動向，似乎均屬於外部因素；換言之，

只要南海周邊各國都能夠達成維護南海航行自由的共識，美

日兩國在南海地區似乎也是沒有著力點的，因此美日兩國目

前在區域中的影響力似乎尚屬有限。 

   不過，在經濟利益的訴求方面，有鑒於中菲兩國目前對

於戰略能源的迫切需要，使得南海資源的開發以及相關衍生

的主權爭議，始終是兩國無法迴避的衝突因素；特別是目前

剛剛進入經濟起飛階段的菲律賓，該國對於經濟利益(尤其是

戰略能源)的高度訴求，似乎可對其為何積極投入南海爭議的

行為，提出合理的解釋。誠然，目前掌握經濟發展優勢的中

國，或許也可以利用其經濟上的既有優勢，來化解中菲兩國

在主權爭議上的敵對態勢。 

    然而，上述的觀點僅是單純的學理思辨，若欲取得詳實

的一手資料，勢必得前往當地國進行實地的田野考察，當然，

擁有最大主導權的中國似乎是筆者首須投入調查的重要國

度。對此，筆者誠摯地感謝台北論壇基金會「政策創新研究

獎勵」的經費贊助，讓筆者得以於2013年8月下旬至9月下旬

前往中國的廈門和北京等地進行為期五週的田野考察工作。

在考察期間，筆者分別拜訪廈門大學(包括南洋研究院、東南

亞研究中心和台灣研究院)、北京大學(包括歷史系和東南亞

學研究中心)和北京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略研究院」

(CASS)等相關研究機構及其學者，彼此就中菲南海爭議的原

委、中國「睦鄰外交政策」的今後走向和台灣的角色扮演等

議題，進行深度訪談和意見交換。誠然，筆者的考察報告主

要是基於我國政府的立場和參酌中國學者的觀點，分別探討

中菲兩國的南海政策走向、政策考量和利益抉擇，藉此提供

我國政府相關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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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國與菲律賓現階段的政策走向與變動成因之剖析 

    關於中菲兩國現階段的政策走向，吾人可以從兩國不同

的視野角度進行探討。首先、就中國的視野角度而言，身為

亞太區域大國的中國，勢必是以整個東南亞區域作為國家今

後發展的考量；對此，如何營造一個和平、繁榮、穩定與一

體化的東南亞區域似乎才是中國既定的發展方針；至於，中

菲的南海爭議事件，似乎僅會視為個案來處理。職是，中國

的區域政策走向，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1. 保護在東南亞地區生活和工作的中國僑民之生計和

財產； 
2. 增加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力； 
3. 維護中國的領土與領海主權之完整； 
4. 與區域內外的主要大國(包括美國、日本、俄羅斯和

印度)共同合作，在東南亞地區建立一個更公平、公

正與合理的區域秩序； 
5. 加速區域一體化，實現中國與東南亞的共同發展； 
6. 與東南亞各國共同合作，建立全球新的政治經濟秩

序。 

    其次、就菲律賓的視野角度而言，剛剛步入經濟起飛階

段的菲國，3其考量的重點勢必迥異於中國，因此整個東南亞

地區絕非是菲國首要關注的重點。相對地，菲國自小艾奎諾

政府上台後，便一改前任阿羅育政府的「大國平衡政策」走

向，逐步放棄在中美兩大強權之間尋求平衡，而僅是一味採

取偏向美國的態勢，因此導致中菲兩國在南海地區引爆主權

衝突事端。儘管菲國對南海的權益訴求覬覦已久，可是菲國

為何會在現今這個時刻採取如此激進的作法，似乎是有跡象

可循；因此，本報告以下將相關原因歸納如下。 

                                                       
3 菲律賓在2012年的GDP增長率為6.6%，GDP總額為2,275.84億美元，人均GDP為2,328美元；政

府財政赤字從原本佔GDP的3.9%(2010年)，目前已降至2%(2012年)，公共債務也降低至GDP的
50%以下；股票指數也上漲至5,800點，遙遙領先東南亞其他國家（吳金平、鞠龍海，20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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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領導人的因素：2010年上台的菲國小艾奎諾總

統之所以採取極端親美的立場，無非是為了兌現其反

貪腐的政見訴求，藉以鞏固他的政治權力。4可是由

於總統在國內並無深厚的政治積累和優勢，若是一昧

採取過激行動，必將損及自身和家族在菲律賓的權益，

因此他勢必得透過其親美立場的表達，藉以爭取美國

對其政權的支持。 

2.  決策體系的因素：有鑒於菲國的政治系統是屬於利

益驅動(又稱恩從關係)導向，而非制度或政黨導向的

型態；換言之，就是任何有實力的個人或團體都可以

透過各種利益輸送的作為，隨時影響政府的決策制定

或法規頒行。誠然，這就是短視的政治菁英為了內部

的政治目的而刻意炒作國際政治議題之結果；基於此，

也有學者指出菲國的南海問題決策實際上是菲國石

油產業集團的利益分配結果，而所謂的國家利益似乎

僅是私人利益的幌子而已。5 

3.  軍方的干預因素：從馬可仕政府崩潰之後(第一次人

民力量革命)，軍方便開始成為干預國家政策走向的

重要因素；同樣地，目前亟需軍方支持的小艾奎諾總

統在競選總統期間曾多次向軍方公開承諾，一但他能

夠順利當選總統，將會把國防預算提升為GDP的2%，

也因此，小艾奎諾總統近年來曾多次向參議院提出增

加國防預算的要求。誠然，現階段的南海主權爭議，

不僅獲得軍方的全面支持，同時也正好為總統兌現其

競選政見提供絕佳的機會和理由。 

                                                       
4  小艾奎諾政府除了收押前總統阿羅育夫人外，而且也於2011年12月12日通過188名自由黨（執

政黨）籍眾議員的動議，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Renato Corona (阿羅育夫人的親信)提出彈劾，並

於2012年5月29日成功將其定罪（吳金平、鞠龍海，2013：24）。 
5 根據報導，菲國政府在外交部的主導下已經同意授權給菲萊克斯石油(Philex Petroleum)公司開

採「禮樂灘」(Reed Tablemount)的石油和天然氣，可是該公司的大股東卻是菲國外交部長 Albert F. 
Del Rosario，因此外界便譏諷這是 Rosario 家族和菲萊克斯石油公司私下交易的結果。除此之外，

與小奎諾總統關係密切的許寰戈(Cojuangco)家族，目前不僅控制了菲國最大的 Petron 石油公司，

而且也已經開始介入煉油產業(曹雲華、鞠海龍，201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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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外的因素：相對於上述的國內因素，美國的支持

動向似乎是觸動菲國南海政策轉向的根據。因為自從

歐巴馬總統宣布「重返亞洲政策」以來，菲律賓便成

為美國投入亞洲的橋頭堡。舉例而言，2010年，美國

正式將菲律賓納入「全球合作夥伴計畫」，承諾向菲

律賓提供軍備支持和軍事安全保障。2011年6月23日，

美國國務卿希拉蕊向菲律賓表示，美國決定以提供適

當物質和裝備的方式，協助菲國增強國防軍事安全；

6月27日，美國參議院通過譴責中國在南海地區肆意

挑起事端，表示支持美軍在南海地區採取一切連續性

行動；同年11月，菲美簽署「馬尼拉宣言」，強調兩

國決心繼續合作共同處理，諸如海上安全、氣候變遷、

核子擴散、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等威脅。誠然，美國

上述的外交鼓勵和軍備建設等支持，似乎為菲國面對

中國處理南海問題之際，提供清晰的政策抉擇方向和

信心。 

    不過，就菲律賓目前的情勢來觀察，菲國未來將可能會

從政治、外交和法律等三個途徑來尋求解套。誠如，在政治

方面，菲國似乎得繼續藉由東協與中國的對話框架，透過區

域對話的模式尋求與中國保持正向的互動關係。6至於，在外

交方面，雙方磋商雖然是中菲兩國目前最易達成的型態，但

是菲律賓似乎仍期望透過多邊協商(企圖使南海問題「國際

化」)的模式來解決，因此積極爭取區域外大國和東協成員國

的支持，一直是菲國不變的外交方針。最後，在法律方面，

該途徑或許是最不切實際，不過卻是傳統的作為；對此，菲

國將持續加強從法律角度(配合歷史詮釋)，藉此對中國的「九

斷線」水域圖提出質疑。 

                                                       
6 東協作為一個與中國進行對話的主體，特別是有關南海主權爭議的議題，似乎已逐漸被東協各

成員國所認可。例如，2011年7月的「南海各方行為宣言」就是以東協為主體，以「聯合國海洋

法公約」為準則，迫使中國接受將南海問題納入東協集體解決機制的外交預演(曹雲華、鞠海龍，

201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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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爭議的剖析和解決途徑的抉擇 

    誠如前言，中菲南海爭議的主要關鍵在於安全、政治和

經濟等三個面向，不過，相關學者也提出過一些解決之道；

諸如「和平談判」、「軍事或經濟制裁解決」、「法律途徑」和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四種途徑，而這四種似乎代表著

不同的策略行使，不過「軍事或經濟制裁解決」似乎是目前

最不被肯定的途徑。 

（一）安全 

就安全面向而言，中國學者認為「和平談判」途徑似乎

是最佳的選擇。因為中國自1975年與菲律賓建交以來，即不

再支持菲共的活動，因此兩國不應該存在敵對的關係。然而，

近年來，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略」的提出，菲律賓雖然也

陸續與美國進行密切的接觸(例如，美菲聯合軍事演習、重申

美菲安保條約)，7但是菲國無論就軍事整備、基礎工業或經

濟力量等方面，似乎都無法與中國相抗衡。除此之外，菲律

賓雖然緊鄰中國的南海門戶，但是自從美軍基地撤出之後，

由於菲律賓目前尚無充裕的海空軍力量，因此關於「C型封

鎖」的論調，充其量僅是一種假想或揣測。然而，相對中國

來說，菲律賓在南海的強硬舉動，似乎也引發一些不良的效

應，亦即(1)菲律賓將可能誤判中國的決心和政策調整；(2)
菲律賓尚未能準確把握美國的意圖；(3)菲律賓將可能失去更

多安全上的利益，這是中菲兩國勢必要注意的關鍵問題。 

（二）政治 

就政治面向而言，中國始終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的途徑，即便在實務上並不是確實可行，可是中國當局似乎

仍沿襲之。例如，中國雖然批准「聯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並頒布
                                                       
7  諸如菲律賓政府刻意在爭議島礁設立學校、構築軍用碼頭和設立軍事指揮部；派遣軍艦巡視爭

議島礁；片面將爭議島礁劃歸為本國領土；與美日軍舉行多次聯合軍演和簽署軍事合作協定，以

及同意授權美軍重返菲國基地等舉動（吳金平、鞠龍海，2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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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領海及毗連區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

屬經濟區和大陸架法」，但是這些法規大都僅是籠統性的宣

示，在實務上似乎沒有明確的作用，這是最大的困境所在。

至於，就「擱置爭議」的實際作為來觀察，由於中國所主張

的「U形水域圖」(又稱九段線圖)雖然強調這是基於歷史事實

的結果，但是該水域圖不僅與「聯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範

標準有所出入，同時也引發南海周邊國家的抵制。對此，中

國學者認為中國當局仍然不會對該水域圖進行修正或讓步，

因為一旦讓步，必將危及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這是中

國政府所無法接受與容忍的結果。8 

同樣地，在「共同開發」方面，該途徑的原意是指兩個

或以上的主權國家在海上邊界未定的情況下，彼此透過共識，

針對爭議地區的自然資源行使探勘、開發和利用等臨時安排

的管理模式。其型態主要可分為四類，(1)在尚未達成劃界談

判之前，所進行的臨時性措施；（2）在已達成劃界協議的區

域，選擇其中部份區域進行共同開發；（3）在尚未達成劃界

談判前，相關國家在邊界地區發現能源蘊藏，在不影響協議

的情況下，規定開發收益分享；（4）在已達成的劃界協議中，

規定今後如果有發現跨邊界的能源蘊藏，必須通過協議共同

開發。除此之外，相關的運作模式，計有（1）聯合經營；（2）
代理經營；（3）超國家管理等三種（許浩、楊樂，2013：101）。
誠然，中國學者認為就目前中菲兩國的現況來觀察，理論上

應該是採行第三種型態並配合「超國家管理」的模式，似乎

是最為可行的作法，不過，實際上仍需視未來的情勢發展來

決定。9 

    相對而言，菲律賓的「領海基線法」（Act to Define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of the Philippines）雖然號稱是

                                                       
8 筆者於2013年9月11日訪問中國社科院亞太與戰略研究所王玉主主任，王主任從中國官方立場

所提出的談話。 
9 筆者於2013年9月11日訪問中國社科院亞太與戰略研究所研究員周方銀教授，周教授從合作的

角度，針對中菲南海資源共同開發一事提出預測性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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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法)的精神，不過實際上卻

是處處違反國際法原則。例如，菲國不斷交替沿用「群島國

海域」的概念來陳述其海域疆界，這已是違反國際法的原則。

同樣地，菲國也不斷引用國際法的「鄰近原則」，來指控中

國侵犯其領土主權的說法也是錯誤的，因為該原則並不是獲

取領土的必要條件，這樣的作法不符合國際社會的現況。例

如，1947年6月和8月，智利和祕魯分別宣布其國家的主權將

擴展到鄰近的島嶼和大陸棚事件；1969年，西德、丹麥和荷

蘭三國在北海區域的主權爭議事件等，均一一遭到國際法院

的駁回(吳士存，2013：84-85)。除此之外，關於中國「睦鄰

外交政策」的走向調整，基本上該政策並不是原則而僅是有

條件的願望或是操作性目標；一旦國家的核心利益遭受危害，

其就會適時調整其幅度和內容，這是中國堅持不變的既定方

針。 

（三）經濟 

就經濟面向而言，中國學者認為可從(一)菲國的社經結

構與產業型態；(二)菲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程度；(三)中國的優

惠措施；(四)中菲如何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等四項要點來進行

剖析。首先、就菲國的社經結構與產業型態而言，有鑒於菲

國是典型「弱國家，強社會」的社經結構，因此該國的國家

機關始終無法採行如同日本、中國和「亞洲四小龍」的產業

發展模式(亦即透過中央集權，集中國家資源發展產業經濟)，
因此菲國僅能仿效印度發展「外包」和「服務」等產業型態；

然而，這樣的產業型態根本無法支應菲國國內龐大的就業需

求，這是導致菲國經濟發展遲滯的主要原因（保羅・哈奇克

羅夫特，2013：11-12）。 

    其次、就菲國當前的經濟現況而言，菲國特殊的社經結

構雖然一再延緩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但是由於周邊國家的

經濟快速發展也間接帶動菲國的經濟效能，加上近年來菲國

大量開放外資的投入(特別是來自中國的勞力密集產業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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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投入)所致，目前菲國的GDP已從原本的一千多美元(2000
年)，迅速提昇至二千多美元(2012年)；換言之，菲國目前已

進入經濟起飛的階段（吳金平、鞠龍海，2013：25）。同樣

地，菲國為了因應國內逐步提升的工業發展需求，因此南海

豐富的能源蘊藏也就成為菲國積極投入爭取的目標。 

    第三、就中國的優惠措施而言，由於中菲兩國之間的貿

易額不僅逐年增加，而且兩國的貿易產品也是呈現出高度的

互補關係。例如，中國出口至菲律賓的產品，約有70%是以

零附件為主，而菲律賓出口至中國的產品則大都是農產品或

原物料。除此之外，有鑒於菲國目前的經濟成長率大約均維

持在10%左右，預計該成長率將維持五至十年的時間；因此，

中菲兩國都需要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尋求發展，特別是目前

已進入經濟起飛階段的菲律賓，似乎會將經濟發展視為國家

當前的首要任務。10基於此，中國學者認為「制裁」（包括經

濟、外交和軍事制裁）絕不是解決爭議的首選；因為只要中

國願意提供更優惠的經濟利益給予菲國，菲國或許就不會再

將「主權爭議」列為優先處理的項目。 

    最後，關於中菲如何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的問題，在2008
年之前，「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構想或許僅是空談，11可

是在區域經濟高度整合的今日(2013年)，只要能解決一些技

術上和法規上的爭議，上述的構想也許可以獲得解決。誠然，

中國政府應該以個案處理的方式來看待菲國的訴求，並採取

「讓利」的策略來化解菲律賓的敵意。例如，中國可採取產

業轉移和境外投資等作法，擴大對菲國的經貿投資，一方面

藉以降低菲國對中國的敵意以及增加菲國對中國的依賴；另

一方面則是替中國的勞力密集產業，尋找更具競爭優勢的境

                                                       
10  2012年是菲律賓經濟發展豐碩的一年，菲國「投資和經濟區署」已經批准6722.5億菲幣的投資

金額；在零售業部分，總共增加10%；在農業生產方面，總共增長2.9%；在汽車製造方面，總共

增長11%；在外勞經濟方面，總共增長6%；最後，在中菲進出口貿易方面，中方逆差更是高達

29.1億美元（吳金平、鞠龍海，2013：25-26）。 
11 因為「中國-東協自由貿易區」的構想是在2010年才初步落實，加上當時的菲國總統阿羅育女

士又迫切與中國保持友善互動，因此兩國始終不願在南海主權爭議的問題上投入過多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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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資基地。12 

四、政策建議代結論 

（一） 在區域責任方面，我國應該善盡南海區域

成員國的責任，主動積極與所有成員國建

立正常的實質關係，並參與區域內的所有

活動。 

（二） 在爭議處理方面，我國不應介入中菲兩國

的爭議衝突，我國除須堅守中立立場外，

也不應涉入雙方爭議或偏袒任何一方。因

為我國雖然也是南海爭議的聲索國之一，

但是礙於「一個中國」的前提因素，我國

不宜在立場上急於表態。 

（三） 在外交合作方面，我國應積極尋求與中菲

兩國進行實質的合作；亦即一方面儘速與

菲律賓簽署「漁業合作協定」，同時另一方

面也積極與中國建立實質的合作交流。 

（四） 在參與國際活動方面，善用中國讓利的時

機，爭取我國參與區域合作組織的機會；

換言之，就是藉由中國對我國參與國際組

織逐步寬鬆的機會，爭取參與「東協」活

動或參與「南海各方行為準則」（COC）的

研擬。 

（五） 在共同開發方面，我國應主動與中、菲兩

國尋求合作，共同推動所謂的「超國家機

構」，期待透過「擱置主權」的方式與不影

響協議的前提情況下，規定實際開發收益

和資源共享的規範。 

                                                       
12 筆者於2013年9月5日訪問中國社科院亞太與戰略研究所研究員趙江林主任，趙主任分別從經

濟發展和理性抉擇的角度，針對中菲南海爭議的後續發展進行預測性的談話。 



11 
 

（六） 在研究規劃方面，我國應該設立「南海問

題研究機構」(成立跨科際、跨學門的專責

單位)或是相關的智庫機構，並適時投入必

要的預算補助，藉此廣納相關專家學者的

參與；唯有如此，才能因應日益繁雜的情

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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